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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的中國文化源流考略 

— 兼評蒙古時代觀和新清史 

 

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特約研究員  黃曉京 

 
所謂復興東方文化的內涵，如果放開胸襟，開誠佈公來講，實際

上便是復興中國文化。當時所以造成明治維新的壯盛局面，無非是真

能做到漢學為經，西學為緯所得的成果。除了漢學 — 中國文化以外，

如果東方文化還有別種精華，那就非我所知了。 

— 南懷瑾：〈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開信〉1 
 

中國、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及從蒙古高原到西藏和西北，構

成一個完整獨立的東亞世界。在這個世界，各國的歷史與中國密切關

                                                  
1 南懷瑾：《中國文化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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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中展開，文化要素皆來源於中國，構成這個世界的文化要素，包括

漢字媒介、儒家倫理、律令國家以及信仰體系。 

— 西嶋定生：《日本歷史的國際環境》 

 

1.東亞世界本質上是中國文化的世界 

 

東亞世界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與文明不同，文化

指精神方面，與文明要素一體構成各種制度和理念，諸如家庭倫理、信

仰體系、社會組織、政治觀念，歷史本身也屬文化範疇。2 國家的治亂

興亡，文化的興衰起伏，有著相因相克的關係。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

本主義精神》，追究一種文化的資本主義發生學，將中國文化作為其對

立物之一，儒家倫理抑制資本主義精神。1990 年代，一些研究者質疑

韋伯，稱東亞為“儒家資本主義”，都涉及文化问题。 

人類生活的世界，除了客觀的外部世界，還有由自己的活動和思想

認知構成的“世界”，在那裡無法排除價值。文化世界更是如此。沒有

一種價值，無法界定一個文化。李凱爾特為文化科學尋找哲學基礎，

他指出“自然產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裡生長出來的東西，文化產物

是人們播種之後從土地裡生長出來的”，因此文化物都必須有價值。3 

韋伯的價值中立，是說自己做主，既不強加於社會事實，也不強加於

他人。那其實很難做到。20 世紀末，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稱儒

家文化挑戰西方文明。4 基辛格最近用他的概念，描述了與美國對立的

中國，是儒家和馬克思的合體，美國代表的體系，如何與“儒家馬克

                                                  
2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3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 
4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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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相處？最近的 G7 會議，則將現代的世界，描述為民主體制和專

制體制的對立。所謂東亞模式和中國道路的繼起，至今還是一個課題，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內涵尚需探索。中國衰敗了上百年，其文化的古

典形式曾經輝煌，是開放的，不斷地融合他者，而非排斥，難以儒家資

本主義一語概括，或以“儒家馬克思”之名，成為民主資本主義的對

立物。 

歷史上的東亞世界，本質上是中國文化的世界。“中國、朝鮮半島、

日本、越南、及從蒙古高原到西藏和西北，構成一個完整獨立的東亞世

界。在這個世界，各國的歷史與中國密切關聯中展開，文化要素皆來源

於中國，構成這個世界的文化要素，包括漢字媒介、儒家倫理、律令國

家以及信仰體系。”5 西嶋的東亞論影響很大，也有一些批評，認為費

正清的中華世界秩序的理論更完整，其實只是側重不同。6 東亞以歐洲

為比較物，歐洲有猶太、基督、希臘、羅馬四個文化源頭，一度包裝為

統一的基督教會神聖。7 三大一神教的文化，在維持自身唯一性的同時，

常相互對立，受他人壓迫，也排斥他者。8 東亞世界唯有中國文化一個

源頭，無一神教的自他之別，在漫長的歷史時間中，這個文化為東亞所

認同吸納，構成一個不同於歐洲的文化共通的世界。 

歐洲發源的資本主義，科學和工業文明普及全球，19 世紀的中國，

淪落為半殖民地，“天朝”思想被打到破碎地步。近代以來，中國刻苦

學習和吸收西方文明，傳統文化在“生存還是毀滅”中風雨飄搖，乃至

有“適應不良”之論，擁護還是打倒的兩難。9 百餘年之後，中國經濟
                                                  
5 西嶋定生：《日本歷史的國際環境》。 
6 岸本美緒：〈後 16 世紀問題與清朝〉，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 
7 莫蘭：《反思歐洲》。 
8 布魯斯·馬茲利什：《文明及其內涵》。 
9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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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步有目共睹，但政治秩序和社會文化，據說還有待於西方現代性規

劃。10 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推進了科學，也存在文化矛盾。禁慾的新

教倫理，早期發揮功能，又被無限擴張的慾望摧毀；化石資源維持了少

數人的現代，限制了多數人的現代；11 市場效益原則，壓迫社會平等；

全球化越發展，文化矛盾越深刻。12 全球化的各種矛盾或危機，仍在積

累之中，在反思西方現代可持續的同時，也有必要思考中國文化，及其

對西方的超越意義。13 

以歐洲的民族國家觀之，中國是“古怪的國家”（Erratic State）：

“中國不是民族大家庭中的另外一個民族國家，中國是假裝成一個國家

的文明。”14 古代文明國家，多已在歷史中衰敗或消亡，只有古怪的中

國留存至今。西方人眼中“永恆的停滯不前”的中國，實際上經歷了無

數次興盛與危機，腐化與再生，周邊擴大和外族入侵。布羅代爾說，不

談奴隸制和附庸關係，歐洲不可理解，不談中國和周邊，中國也不可理

解。周邊的中國，為理解中國的一個關鍵。筆者分析過唯一的亞洲體

系 — 朝貢貿易體系，一個超越民族、疆域的文化共同體，如何與歐洲

不同，如何包含自身現代的要素，15 這篇文字將討論一下文化的東亞普

及，涉及到這個文化的連續和斷裂。 

 

 

                                                  
10 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 
11〈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楊瑩、王小強訪談，《香港傳真》No.2012~1。 
12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 
13 杜贊奇：《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 
14 Lucian Pye：“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Foreign Affairs，Vol. 69, No. 4，

Fall，1990。 
15 黃曉京：〈周邊的中國 — 文化共同體的社會史初考〉，《參閱文稿》No.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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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的文化屬性超越民族， 

蒙古時代說和新清史否定文化的連續性 

 

梁啟超曾以中國和外部關係劃分史期，上古到秦統一為“中國之中

國”，華夏民族自發達，戰勝四方蠻族，功臣分封周邊；秦漢到乾隆末

年為“亞洲之中國”，中國與周邊民族交涉競爭，漢種雖常敗，文化上

卻常勝；乾隆末年到 20 世紀初為“世界之中國”，中國始與西方民族

交涉競爭。16 

19 世紀末，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風行，被改編為歷史教科書，

梁任公稱之為“東洋史之最良者”。17 桑原以漢族興衰劃分東洋史，上

古到秦統一為漢族締造，秦統一到唐末為漢族盛勢，唐末至明亡為漢族

漸衰蒙古興盛，近世即清代為歐人東漸。18 此書被認作日本東洋史的開

端。19 桑原深惡中國文化醜陋一面，表達了這樣的一種歷史觀，即中國

非一個連續性的歷史主體，輝煌的漢族和文化早衰，至清代的近世中國，

民族主體已經消亡。傅斯年糾正之：“桑原氏書雖以中華為主體，而遠

東諸民族自日本外無不系之。所謂漢族最盛時代、蒙古族最盛時代、歐

人東漸時代者，皆遠東歷史之分期法，非中國歷史之分期法”。傅氏以

漢族昇降分期，稱古代至南朝陳的二千餘年為“第一中國”，純粹漢族

之國；隋唐至宋亡為“第二中國”，華夷在血緣、文化和政治上混合而

成，“第三中國”似無明確的界定。20 中國和周邊的複雜變化，有民族

                                                  
16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之六。 
17 梁啟超：〈東籍月旦〉，《飲冰室文集》之四。 
18 桑原騭藏：《東洋史要》。1899 年中譯本由王國維作序。 
19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 
20 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史學文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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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兩個主體，似呈現一個雙螺旋結構，文化常超越民族屬性，僅從

民族討論中國，難以回答何謂中國，也難以理解周邊的中國。 

中國的同一性何在，至今被討論“想像的共同體”。許倬雲指出，

中國為“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21 這個中國共同體，在歷史發

展中疊加積累而成，並非後世構建或“想像的”。22 疊加積累的歷史涉

及周邊，涉及民族和文化的互動。第一中國或中國之中國，也非純粹漢

族，民族和疆域界限模糊，不同族群常追溯為同緣。匈奴為漢之大敵，

史稱夏桀之妾子淳維為匈奴之祖。23 外族內附或入主中國，也以中國自

稱。永嘉之亂（311 年）後，匈奴人劉淵建立漢趙，第一次外族稱帝，

劉邦宗室女和親，故其後裔冠劉姓。鮮卑的拓跋魏自稱黃帝後裔。24 中

亞以拓跋（Tak-bat）稱中國。25 契丹建立遼國，俄語的中國即契丹，自

稱軒轅虞舜之後。26 皇太極諱言宋金之事，禁用諸申（Jusen）定族名

為滿洲（Manju），不影響其自稱中國，金也曾自稱中國。27 民族為基

                                                  
21 許倬雲：《說中國 — 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卷頭語。 
22 葛兆光：〈許倬雲新著《華夏論述》解說〉，葛兆光等編：《殊方未遠 — 古代中

國的疆域、民族與認同》。 
23《史記·匈奴傳》。白鳥庫吉認為“胡之一詞乃中國人省略匈奴（Hiung-nu）之原名，

蒙古語人之意也”。（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饒宗頤指出，匈奴人自稱胡，可

能與養馬遊牧的西亞 Hur 有關，原意可能為穴居。（饒宗頤：《20 世紀學術文集》第

1、2 卷） 
24《魏書·帝記》：“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侯，或外分荒服。昌意小子，受封

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魏書·官氏志》：“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

為拓，謂後為跋，故以拓跋氏。” 
25 白鳥庫吉：〈拓跋氏考〉，《東胡民族考》。 
26 1989 年赤峰出土大契丹國夫人蕭氏墓誌稱“公諱污斡里，其先出於虞舜”。2003 年

遼寧出土“永清公主墓誌”有“國家系軒轅皇帝之後”。耶律儼《皇朝實錄》稱“遼

為軒轅後。”（大遼五京展，首都博物館，2018 年） 
27 滿清立國時，國號為金（Aisin），皇太極諱言宋金事，禁用諸申（Jusen）定族名為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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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血緣、地緣、信仰原基的自然單元，自稱中國或追溯為同源，則來自

文化認同。28 遠在海外的日本，千餘年浸潤中國文化，自稱“衣冠唐制

度，禮樂漢君臣。” 

1885 年，漢學家之子、有日本伏爾泰之稱的福澤諭吉發表“脫亞

論”，稱儒家思想的中國和朝鮮舊態依然，誠不能存活，西洋文明必征

服世界，日本須和東洋惡友絕交。在他的文明學中，戰爭為正當的擴張

國權，甲午戰爭是“文野之戰”。日本的戰爭崛起，福澤諭吉為始作俑

者之一，他的頭像至今印在一萬日元紙幣上。千餘年效法中國的日本，

其所謂“脫亞”本質上即脫中。德川時代，日本曾視滿清為夷狄，也視

西洋為蠻夷，採取嚴厲的鎖國政策，出海者處死。19 世紀初，“蘭學”

即西學興起，涉及語言人文、醫學、天文和物理。中國不再是唯一來源，

文化權威相對化。日本曾以中國為模式，華夷觀念也是中國式的，引進

西洋史觀後，才有桑原的東洋史學。1920 年代，有日本學者稱中國非

國，滿蒙藏非中國領土，要成為民族國家，須放棄對這些邊疆的支配。

這樣的中國觀，至今仍有相當市場，也是滿蒙史觀的起源。29 宮崎市定

批評說，日本史學界有一種不合理的觀念，認為到大航海時代為止，東

西洋一直隔絕，無法構成統一的世界史。30 

岡田英弘代表那樣的一種傾向。他認為，歷史是一種文化，有歷史

的文化，只有中國世界和地中海世界。日本受中國史觀影響，並用之於

地中海世界，二者又完全不同，難以建立統一的世界史。只能擺脫西方

中心，也擺脫中國中心，轉以蒙古史觀，只有蒙古的歐亞帝國，打破了
                                                                                                                                                  
洲（Manju）。（神田信夫：〈滿洲國號考〉，《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6 卷）

乾隆時，清朝早以中國自居，承認滿語謂金曰愛新，與舊稱諸申一樣，為肅慎的轉音。 
28 姚大力：《北方民族十論》。 
29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史》。 
30 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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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的隔絕，拉開了統一世界史的序幕。明清為蒙古的繼承者，此後

的中國蒙古化了，蒙古化的文化即人們所認知的中國文化。31 岡田是蒙

古史專家，有自己學術偏愛，無可厚非，但蒙古創造統一世界史，中國

文化蒙古化之說，更像冒險小說。他還認為，蒙古化的中國，近代之後

又還被日本化了，19 世紀末，日本人為天照大神子孫的觀念，被中國

人模仿，產生中國人為黃帝子孫的中華民族觀。“中國人，指的是各種

種族的相互接觸，融合而形成的都市居民，屬文化上的概念，以人種來

說，屬於蠻夷戎狄的子孫”。32 文化概念的中國人，只是都市（古代都

邑）居民，周邊皆非中國。在他那裡，民族和文化被倒置了，民族主體

超越了文化，蒙古時代決定了後世的中國，中國文化歸於滅絕。近年來

的新清史，主張以非漢的“滿族性”研究清史，本質上與蒙古時代說類

似，也在否定中國文化的連續存在。 

歷史沒有邊界，卻始終從特定的領域來撰寫。叔本華說過，歷史有

無限的主題。波普爾说，歷史和科學對象相同，並非任意的描述，即可

以獲得真實的歷史。33 如果說世界是一體的，自古以來就是一體的，如

果說世界不是一體的，至今也不是。34 歷史一是過去時間發生的事件，

一是對事件的記錄，故難以脫離記錄者的價值，並非所有人都承認，但

除此之外也就沒有可資構築客觀性“世界史”的原料。35 前 5 世紀的希

羅多德，前 2 世紀的司馬遷，他們的歷史包括許多口頭傳說，是區域史，

特殊的，也是世界史的構成部分。希羅多德記錄西亞、埃及和希臘諸地

區，希臘和波斯的戰爭，各個民族的神話，沒有某個民族中心的史觀；
                                                  
31 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 
32 岡田英弘：《中國文明的歷史：非漢中心史觀的建構》。 
33 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34 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 
35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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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記錄河洛中國和周邊，農耕和遊牧，遠及地中海東岸，至今是古

史探索的原料，史觀則延續春秋大義。36 

湯因比在什麼地方說過，將希臘和中國兩種歷史關聯起來，可以創

出一種模式，以解釋其他文明。地中海和中國似乎互為對立物，但又可

以是統一的，以長時段的方法可以觀察到。秦漢和羅馬、安息、貴霜帝

國並立，海陸兩條交通線，中國鐵（Serico-ferro）通過波斯進入羅馬市

場。37 西方文化流入中國，東漢洛陽就已流行胡人文化。有考證說，希

臘神話的赫拉克勒斯的形象，演變為東方的金剛護法。38 6~8 世紀，唐

和拜占庭、阿拉伯帝國並立，玄宗時（751 年）的怛羅斯之戰，唐軍被

大食打敗，據稱唐軍俘虜中有造紙工匠，撒馬爾罕建立起造紙廠，造紙

術傳入。39 宋代的東西交流很盛，與東羅馬和塞爾柱王朝皆有往來，廣

州和泉州“华蕃杂居”，為國際貿易大都會，中國的繪畫傳入西亞，融

入到後來文藝復興之中。40 資本主義史前為一個多元的世界，歐洲、中

近東、東亞三個中心區，在長時段的互動中發展。41 13 世紀的蒙古才

使“兩大歷史文化首度接觸”，打開統一世界史之序幕，其觀念上的正

劇是西方近代。岡田說，近代統一的世界史，源自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

命，其史觀未脫西方中心。歷史比物理學的因果更複雜，難以找到一種

統一的理論。霍金說，宇宙不僅只有一個歷史，說得準確些，宇宙有每

                                                  
36 李學勤：《〈史記·五帝本紀〉講稿》；宮崎市定：《宮崎市定解讀史記》。 
37 鐵製武器使漢朝大敗匈奴，“胡兵五而當漢兵一”。普林尼（23~79 年）的《博物

誌》說，“塞勒斯送來的鐵最為優秀，安息次之”。按照一般的解釋，塞勒斯就是中

國。（宮崎市定：〈關於中國的鐵〉，《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 
38 邢義田：《立體的歷史》。 
39 桑原騭藏：《東洋史說苑》。或曰此戰之前，紙已傳入西方。 
40 艾田蒲：《中國之歐洲》。 
41 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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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可能的歷史集合，而所有這些歷史都是同等實在。42 世界史或也如

此。可能的歷史集合同等實在，非由單一的觀念，單一的霸權而統一。 

戰爭為歷史的動力。馬克思此話，用於殖民主義，也適用蒙古帝國。

蒙古靠戰爭征服，其需要的物質條件，由宋代的經濟進步，如煤、鐵和

火藥的使用而提供，成吉思汗的馬上軍隊被這些條件武裝，如同 19 世

紀歐洲的船堅炮利。43 其進一步開放了歐亞市場，便利了中國和波斯、

基督教和遠東的接觸，馬可波羅得知了釋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對

於世界的貢獻，只有好望角的發現和美洲的發現，才能夠在這一點與之

相似。”44 志費尼將蒙古的侵略和屠殺看作神的懲罰，稱其君主為“真

主的僕人”，一切困惑歸結於真主。45“蒙古時代間接地催生了歐洲人

15 世紀探索世界的時代，這個時代在發現繞過好望角到達亞洲的航線，

和哥倫布尋找由西方通往印度之路而未果時達到高峰。”46 哥倫布以

後，基督徒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和掠奪，確和蒙古帝國相似。47 

基督教廷和蒙古往來，目的在抑制伊斯蘭。48 拔都的遠征軍掠奪俄

羅斯、波蘭、匈牙利，據稱為宗教寬容，軍中有一位參加過“大憲章”

的英國貴族，負責和基督徒交涉，若非窩闊台死去而撤軍，這個不知名

的貴族可能成為歐洲總督。49 宗教寬容是選擇性的。1246 年，俄羅斯

的米哈伊爾拒絕向韃靼之神行禮，拔都砍了他的頭，成東正教聖徒。“韃

                                                  
42 史蒂芬·霍金：《我的簡史》。 
43 宮崎市定：〈宋代的煤和鐵〉，《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 
44 雷納·格魯塞：《蒙古帝國史》。 
45 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 
46 羅沙比：《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 
47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西印度毀滅述略》。 
48 伯希和：《蒙古與教廷》。 
49 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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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人的枷鎖從 1237 年持續到 1462 年，長達兩個多世紀”，“凌辱和摧

殘了成為其犧牲品的人民的心靈，”其“經濟原則，即把人變為羊，把

肥沃土地和人煙稠密的居處變為牧場。”50 在遊牧、農耕、商業三者之

中，忽必烈難以把中國變為牧場，他取代大汗繼承者阿里不哥，當了中

國皇帝，靠的是農耕的中華本土，特別是江南。51 征服者被征服，蒙古

汗國演變為伊斯蘭的、東正教的、佛教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

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恆的历史规律”。52 

元朝不足百年而亡，統治者回歸蒙古部落，元史成為中國史的一部分。 

杉山正明說，西方視遊牧蒙古為野蠻，而其自身為軍事國家，與蒙

古霸權半斤八兩。他還將大中國歸功蒙古：“中國這片大疆域，乃源自

明清兩代前，即忽必烈以後的元代。通過蒙古與忽必烈這兩個階段，中

國發生了從‘小中國’到‘大中國’的巨大轉型”。“談論這個重生為

‘大中國’的‘中國’，吾人仍不能忘記，她雖然繼承了長久以來在這

片大地上開展的多樣歷史、地域、社會、文化並將之吸納進來，但仍可

說處於初生的模糊狀態，大致仍在混沌之中。”53 如此說來，元之前只

有小中國，蒙古造就了大中國。依其遊牧民中心史觀，漢唐以來的疆域

和文化皆被無視，唐也只是“瞬間大帝國”。“小中國”指南宋，遼金

西夏非中國。實際上，遼金皆自稱中國，以南朝、北朝相往來，歐陽修、

沈括、范成大、蘇轍奉使遼金，留下了實錄。54 遼承唐制，繪畫也為唐

的風格，道宗曰“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55 蒙古重複“進中國而

                                                  
50 馬克思：〈18 世紀外交史內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51 呂正惠：〈杉山正明教授的中華文明觀〉，張志強主編：《重新講述蒙元史》。 
52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 
53 杉山正明：《蒙古顛覆世界史》。 
54 趙永春：《奉使遼金行程錄》。 
55 大遼五京展，首都博物館，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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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結束了幾百年分裂，正當性在其自稱承接漢唐。 

有學者認為中國無歷史，春秋大義的善惡貶褒，講道德多於敘史，

故非歷史。過去時間的磚瓦非即歷史，參與者和記錄者，其觀念在歷史

之中，非漢史觀本身也如此。孔子以來的史觀，微言大義，是非分明，

國可亡史不可亡。56 杉山批評《新五代史》的春秋筆法，卻難逃自己的

價值貶褒，重遊牧蒙古，輕農耕漢唐，稱東亞史充其量不過百年，冊封

朝貢體系為幻像。如此一來他建立人類普遍共通、有別於西方體系的寄

託何在，連他自己也無法回答。57 

中國在統一與分裂、秩序與混亂、進步與倒退的交替中發展，文化

也出現過斷裂、變異和整合再生，有長時段的生命力，外族統治只有適

應一途。忽必烈 1260 年建元中統，1271 年發佈建國號詔：“國號曰大

元，蓋取《易經》乾元”，年號和國名為中國式的，元大都是中國式的，

有左宗廟右社稷之制。58 唐以後，因兩宋羸弱，元初漢人南人，已將天

下國家觀傳達於統治者，如王鄆告訴忽必烈，“今國家疆宇民數，遠過

漢唐”，從而改變其原生的國家意識。59 史稱“世祖度量宏廣，知人善

任，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60 元以農業和儒教立國，封孔子為文

宣王，一度重開科舉。但其政權又具雙重性，一方面自稱中國，一方面

保留其部落文化，如身份等級制。科舉取士，人人平等，卻也偏袒蒙古

人和色目人，一榜狀元多為他們，試題予以優惠。61 

船山曰：“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

                                                  
56 汪榮祖：《史學九章》。 
57 杉山正明：《遊牧民族的世界史》。 
58 朱偰：《北京宮苑圖考》。 
59 劉迎勝：〈蒙元世界帝國的時代印記〉，張志強主編：《重新講述蒙元史》。 
60《元史·世祖本紀》。 
61 宮崎市定：〈從元朝統治下的蒙古官職看蒙漢關係〉，《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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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天下而亡之也。”62 宋亡亡天下，崖山之後無中華，為明亡之際的悲

憤之聲。從長時段來看，中國文化未因外族統治而亡。宋以後的中國近

世，其市場經濟和世俗社會，經元明清而延續近代。宋的政治格局狹隘，

重文輕武而亡國，但“天水一朝之智力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

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63 元的一些文化成就，如杉山讚美的元

青花，也有宋瓷的鋪墊。且元代的西域，一樣接納中國漢字文化，元代

文章極盛，色目人儒者和詩人尤多。 

陳垣考證說，與襲用中國文化制度的日本、高麗、琉球、安南不同，

西域曾雜受印度、猶太、波斯、希臘、阿拉伯文明，但蒙古文化幼稚，

西域人一樣接納中國文化，所謂“形夷而心華”。陳垣的《元西域人華

化考》，從儒學、佛老、文學、禮俗、美術、居家，考察了眾多個案，

元西域人的著述，皆中國之法，非革除華風，《元史》無藝文志，清代

學者補之。此書的油印稿，1923 年 12 月寄贈桑原騭藏，得其的高度評

價，1924 年 10 月發表書評。油印稿存世者，唯此一部，今藏於京都大

學的桑原文庫。梁啟超曾說，其書著於中國被人最看不起之時。64 

內藤湖南稱，異族入侵是中國文明“中毒”和“解毒”的過程，每

當一個王朝衰微時，都有周邊民族幫助解毒。或可有此一面，但解毒之

後呢，征服王朝被征服，互動為雙向的，非單方面的解毒。中國文化萬

變難離其宗，華夷對立卻“華夷同風”，同為中國。蒙古和遼金，進中

國而中國之的原理，並無任何不同，這絕不意味貶低岳飛文天祥的歷史

正義。岡田和杉山的蒙古時代說，以民族主體替代文化主體，將多元一

體的中國歷史歸於混沌和虛妄，連歷史的獨立性也被剝奪。岡田說，秦

                                                  
62 王船山：《宋論》。 
63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王國維遺書》。 
64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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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之後，為中國以後時代，歷史不僅限於中國的範圍，而且超越國

境，外部發生的事情決定中國命運。甲午戰後，中國放棄 2100 年的傳

統，發展出以日本製造漢語為基礎的共通的溝通體系，中國歷史在這裡

失去獨立性，成為世歷史的一部分，而且必須嵌入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

文化圈。65 

近些年的新清史，66 與蒙古時代說一脈相承，重視清的“內亞”性

格和滿族性，將中國的疆域擴張歸功非漢因素。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對“超凡魅力的漢文化”表示疑惑：“對英語學界中‘漢化’

使用的批判，並非在否認來自漢人的語言、習慣和制度，隨著時間被

鄰近或間隙的民族所採用，而是第一次對過去將身份歸為非滿即漢的

過分簡化的觀點表現出不適，同時也質疑‘漢化’的使用，其暗示中國

歷史上這些變化，並不是世俗的‘同化’（assimilation）或‘涵化’

（acculturation），而是一種無需明顯的軍事或經濟介入而只通過魅力

超凡的漢文化，就將歐亞東部廣闊的文化進行轉化的特別過程的一部

分。在費正清學派的話語中，‘漢化’被暗示為一種基於某些除漢人

的經濟和軍事存在的物質霸權以外事物的歷史過程；言外之意，就是除

了不能解釋的漢文化的力量之外，關於西元前 2000 年~西元 1800 年間，

中國非凡的領土擴張問題沒有能提供任何解釋。簡單來說對‘漢化’的

批評是，因為它用一種文化轉化的神話取代了同化和涵化的過程，使

得真正的複雜性演變及同化和涵化的局限變得模糊不清。而產生自英

語學界的對‘漢化’批判的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對歷史上中國奇蹟般
                                                  
65 岡田英弘：《中國文明的歷史：非漢中心史觀的建構》。 
66 直接冠以“新清史”的著作為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ot and 

Philippe Foret：New Qing Imperu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參見沈衛榮：第 5 章〈我看新

清史的熱鬧和門道〉，《大元史與新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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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疆域擴張的最佳解釋是什麼？到底是通過經濟霸權、邊疆殖民和軍

事征服，還是漢文化的魅力”？67 

柯氏的疑惑頗具代表性。西方經驗中不存在霸道、殖民和軍事征服

以外的擴張歷史，難以理解中國“文化轉化的神話”，解釋“一個經濟

和軍事存在的物質霸權以外事物的歷史過程。”岡田的美國弟子歐立德

（Mark C. Elliott）的疑問也如此：“中國到底想要在世界史的主流之內，

還是在外（Is China seen as belonging within the stream of world history or 

outside it）。”其所謂的世界史主流，等同於歐美經驗。68 西方經驗基

礎之上的學術傳統和話語霸權，在中國學界長期以來習慣於仰視其權

威，甚至繼續著這種慣性，人云亦云，而非實事求是地總結中國自己的

經驗。中國“非凡的領土擴張”，非物質的或軍事的霸權，更無帝國和

殖民主義傳統。天下國家概念中，“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69 華夷之別以文化為尺度，不以領土為尺度。公羊春秋有

“王者不治夷狄”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羈縻為主。70“諸侯用夷

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71 中國如失諸於禮，則中國亦變夷狄。

孔子的一匡天下，孟子的定於一，公羊春秋的大一統，皆為超越疆域和

民族的文化觀。有學者稱中國文化為一種“戰略文化”，旨在避免封建

                                                  
67 柯嬌燕：〈何炳棣與羅友枝之間是否真的發生過論戰？〉（惠男譯，http://www.pig66.

com/weixintoutiao/gujintong/2016-03-07/737502.html） 
68 汪榮祖：〈“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 — 與歐立德教授商榷〉，《探索與爭鳴》

2018 年第 6 期。 
69《孟子·公孫丑下》。 
70“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

所以深治之也。”（《春秋公羊傳》；參見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黃堅選編：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 
71 韓愈：《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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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侯的不義之戰，也可適用於當今世界。72 

秦的統一非止漢族增勢，而是公天下的起點，“天假其私而行其大

公”。不論鮮卑契丹，還是蒙古和滿清的中國之，近乎生物學的“個體

發生重複整體發生”原理，重複中國從氏族邦國、封建諸侯、統一國家

的整體史，只不過清代的統一滿蒙藏，又借助了中國延續已久的儒佛融

合或佛教政治。公天下和私天下的內在緊張，征服王朝也不例外。“天

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73 共器私用到鼎革之際，即朝代潰敗

之時。中國崇尚堯舜德治，也認可湯武革命，攻無道而伐不義。這個論

爭，與圍繞法國大革命，伯克與潘恩的論戰，及其引發左右之間的論戰，

有幾分相似。74 清末康有為的君主立憲和保皇，代表天下觀和文化主

義，章太炎的排滿革命，重提華夷之別，17 世紀的王船山，文化主義

和民族主義之爭，源自清廷對內腐敗，對外無能的統治危機，故可以在

孫中山的五族共和那裡得到統一，滿族權貴回歸中國百姓。 

中國為百姓之國，天下也即百姓。周代始有百姓之稱，百姓本為氏

族，演變為民族，彙聚成多民族的共同體。民本主義的觀念，與權力構

成永久的緊張，而非如韋伯所言，缺乏任何緊張狀態。75 氏族邦國或已

無存，但百姓猶在，姓氏制度承傳至今。外族常有名無姓，進中國或仿

中國而得姓。天下非君王一姓之天下，而是百姓之天下。秦漢的統一集

權，謂有天下者必家，家必世襲為帝王專制，非中國文化的本質。76 中

國的天道，即百姓的公道，公道的政治即善政，以湯文武周公為代表，

                                                  
72 江憶恩：《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歷史上戰略文化與大戰略》。 
73《荀子·天論》。 
74 尤瓦爾·萊文：《大爭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 
75 柯文：第 2 章〈超越傳統與近代〉，《在中國發現歷史》。 
76 王小強：《千古執著大同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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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百家整理為一套觀念，成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實體”。77 儒家以家

庭擴大看國家，法家以國家秩序為前提，二者皆追求公道：“故三王以

義親，五霸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知利也，為天下治天下。”78 许慎

说文曰：“公者平分也”。公字下面的ム即私，上面的八即背反。“背

厶謂之公，或說分其厶以與人為公。”79 甲骨文的公字形為 ，為祭

壇之前列隊的象形，延伸為共同體首長之尊稱。80“公則天下平矣，平

得於公。”81 不合公道之政，必失百姓之心。在公私之際，百姓各有其

私，皇權和官權本為大公。以百姓之公來看，官權也各有其私，抑其私

可成百姓之公。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82 中國文化公的精

神，開放和普惠，非教會神聖，卻是一種百姓信仰。歐洲的宗教改革，

解體了統一教會，伊斯蘭也是教派對立，二者皆難以普世。所謂儒教，

從來不是宗教，更無教會神聖。 

歷史也是一種反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反思，歷史也就不斷被

重寫，重新認識。太史公繼承春秋筆法，有對立和統合而生新局的歷史

觀，從黃帝到漢武正反合的演變邏輯。83 東亞世界的中國文化，或也有

一個長時段起承轉合。近代以來文化主體的衰敗，並非歷史的終結，而

是進入一個轉變期，在吸納其他文明的同時，將得到恢復和重建。 

內藤湖南說，中國文化是“鹽鹵”，朝鮮、日本、越南皆受點化，
                                                  
77“就民族而言，在實踐中，一個民族的生命就是一個普遍的精神生命，此中含著一個

普遍的精神實體”。（牟宗三：《歷史哲學》第 1 部） 
78《商君书·修权》。 
79《韓非子·五蠹》。 
80 溝口雄三：〈中國思想史中的公與私〉，佐佐木毅、金昌泰主編：《公與私的思想

史》。 
81《呂氏春秋·貴公篇》。 
82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 
83 宮崎市定：《宮崎市定解讀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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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在十八行省之外，可以有一個日本省。84 點化並非同化，半島和日本

長期引進中國，中國為其文化的希臘羅馬，但不是帝國式的殖民其地，

同化其人。半島的骨血說和日本的封建，國民性和生活方式，皆存其本

俗，與中國的異同需具體分析，無法一概而論。一談中國文化，常以為

即儒教，中國文化非止儒教而已。85 這裡，我們僅選擇幾個要素，如姓

氏制度、信仰體系、王權形成和政治文化，及漢字的普及，略考東亞世

界的形成和構造，在時間的殘磚斷瓦之中，尋找其被埋沒的原型，文化

的周邊擴張和收縮，進而探討中國路徑對西方現代的可能的超越。 

 

3.古代的華夷互動，文化凝聚和擴散反復發生 

 

中國東部古稱東夷。許慎《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不同時

代，東夷內涵不同。殷商族源自東方，本為東夷之一。周秦的東夷指朝

鮮、日本、東北肅慎等族，孔子已有關於他們的知識。“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那時的九夷，範圍大體與

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區相符。東漢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

九種”，86 其九夷，已有高麗和倭人。九言其多，不一定只有九夷，不

少族群融合為新族。夷字本不帶貶義，山東話夷和人同音，甲骨文的夷

字，象形一人負弓，即“大弓之人”。弓為東夷所發明，其經濟生活在

採集和狩獵。骨卜文化遠在殷前，或也源自東夷部族。東夷人近海，很

                                                  
84 傅佛果：《內藤湖南：漢學與政治 1866~1934》。 
85 葛兆光：《古代中國文化講義》。 
86“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

九天鄙。”（皇侃：〈子罕第九〉，《論語義疏》第 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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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懂得造船和航海，“殷人似已長於行舟。”87 東夷有祖先卵生神話，

亦稱鳥夷，族徽為鳥紋和太陽紋，或二者結合，為伏羲和太昊之像。良

渚文明的陶符，也有日月合璧的鳥紋和太陽紋。88 日本祖先神話的伊奘

諾尊和天照大神，或與伏羲太昊（皞）有淵源。89 燕山北地有所謂北殷，

一說為東胡之祖，也是玄鳥圖騰。90《荀子》曰“契玄王，生昭明，居

於抵石遷於商”，砥石為遼水之源，一說商族源於遼水流域。91 

中國者，華夷互動共存之國也。古史傳說和歷史皆有，有信疑考釋

四說，難以窺視真相，故只採用其為假說。如傅斯年的“夷夏東西（假）

說”認為，中國存東西兩個系統，殷商和東夷屬東系，夏後與周屬西

系，東西兩系之爭不絕，或東勝西，或西勝東，夏商之際是東勝西，殷

周之際是西勝東。周代之正統史觀，不免偏向西方，而忽略東方。92 王

國維認為，“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徴。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

東方。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少皞與顓頊之虛皆在魯衛，帝嚳居亳。”93 後

人繼承此說，稱殷周到春秋，中國為都市國家，戰國之後為領土國家，

宮崎市定認為，除了蘇格拉底式的思想市場外，中國的都市國家（polis）

和古希臘的城邦國家相似，其他東亞民族古典文化不發達，只能效法

中國。94 

五帝世系神話多，殷周前都邑遺跡皆在東部，似乎有證。當然也有
                                                  
87 甲骨文有“來舟”，“得舟”字樣，殷人似已長於行舟。（饒宗頤：第 7 卷《中外

關係史》84~94 頁，《20 世紀學術文集》） 
88 饒宗頤：《20 世紀學術文集》第 1、2 卷。 
89 徐松石：第 4 冊《日本民族的淵源》，《遠東民族史研究》。 
90 鄭樵：《通志二十略·民族略》註曰“成湯之後，有北殷氏”。 
91 張肇麟：《夏商周起源考證》。 
92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93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王國維論學集》。 
94 宮崎市定：《東洋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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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看法，謂江漢中原早於殷商。95 史稱帝嚳為黃帝的曾孫，有五子，

堯為帝嚳的三子，封陶唐之地，夏的始祖，夏禹為姒姓；棄為次子，即

後稷，周的始祖；四子為契，封於商丘，賜子姓，為商的始祖。如此則

夏商周皆源自東方。96 契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封於商，賜姓子氏……

功業著於百姓。”97 商族子姓問題，學界有不同意見。98 帝嚳後妃簡

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岡田據狄字，稱殷為北狄，不確，雖有殷商起

於東北方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99 殷土在東方，

祖王亥在卜辭中也是鳥形。100 骨卜文化在先商時代的東土成形，並普

及四方。101 商族重視占卜，或與戎族有淵源。商的祖神為東方部落神。

乾隆年間，梁山出土的殷末的青銅文字，“夔”字作 形，字似為龍，

又呈鳥形，一足，有手，人面，曾被訓為“夏”，殷商先祖神，與西北

發源的夏族有淵源。102 王國維認為，高祖夔，與王亥大乙同，疑即帝

嚳。103 周在西部發展，融合東西族群，其文化超越部落之神，中國共

同體進一步包容擴大。104 

                                                  
95 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歷史》。 
96《國語·魯語》：“夏後氏諦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諦舜而祖契，郊冥而

宗湯；周人諦嚳而祖稷，郊文王而宗武王。” 
97《史記·殷商本紀》。 
98“像周以前關於賜姓命氏的記載、關於姓氏等級性的描述等等，其實都是周代姓氏理

論與姓氏制度的折射，是周人在當時制度的基礎上，以今論古的揣測之辭。”（陳絜：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99《詩經·玄鳥》。 
100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 
101 饒宗頤：第 2 卷《甲骨》，《20 世紀學術文集》。 
102 貝塚茂樹：〈關於殷末周初的東方經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3 卷。 
103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王國維論學集》。 
104 許倬雲：《西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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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之間（或也包括南北）氏族遷徙，文化凝聚和擴散反復發生。

錢大昕考史，嘗謂輿地、官職、氏族三者的沿革為關鍵。105 柳田國男

稱，地名為“祖先的留言”，姓氏也如此。106 地名和姓氏，一為地緣，

一為血緣，地名或也即姓氏。夏商周三族同是氏族之國，姓各不同，皆

以姓族治天下。107 東西方的族群移動，頻繁發生，在地名上有其遺跡。

張騫出使西域，謂“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108 大夏即吐

火羅（Tochari），媯水即阿姆河，大夏族名出自巴克特里亞，古音 dalgra，

但理由或不止如此。張騫和武帝也許相信，大夏即陶唐氏後裔，其原住

地在晉南夏墟，堯封其地，為三代通行的“夏君夷民”，其族後由晉南

遷西北，再遷阿姆河流域。109 大夏被大月氏征服，二者在西方史中屬

所謂“塞種”，大夏出土的器物，發現有雙頭鳥之圖，或偶然相似，或

因祖述東方。110 東亞世界的地名和姓氏，以漢字表達，保存了氏族遷

移和文化擴散的資訊，如朝鮮半島和日本之姓氏，半島的辰韓、日本的

太秦和吳原之地名。 

姓氏制度起源中國。初似源於母系，古代八姓的姬、姜、姒、嬴等

皆有女字，同時也與地名相關，有學者認為唯女子有姓，始於族外婚。111 

夏以前雖非信史，遺跡猶存。黃帝居姬水，炎帝居姜水，地在河南一帶，

黃帝氏族偏東，炎帝氏族偏西。兩大氏族地緣接近，相互對峙也互為婚

媾，傳說神農之母出自黃帝氏族。一說炎帝早於黃帝八代，黃帝時神農

                                                  
105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 
106 柳田國男：《地名の研究》。 
107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 
108《史記·大宛列傳》。 
109 佘太山：《古族新考》。 
110 饒宗頤：《20 世紀學術文集》第 2 卷。 
111 宮崎市定：《東洋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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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已衰敗。112 鄭州的西山古邑，有說即黃帝時的都邑，新鄭“本有熊

氏之墟”或非虛言。四千餘年的中國都邑史，恐怕要進一步前移動。113 

以姬姜為核心，周代據氏族淵源，賜姓命氏，封建親戚，形成姓氏制

度。114 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妊人稱姓。

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

姓氏合而為一。”115 周代姓氏之別嚴格，姓為家族稱謂，氏為姓的支

系或地緣。秦漢以後，姓氏逐漸合二為一。“秦滅六國，子孫或以國為

姓，或以姓為氏，或以氏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116 

“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

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是也。”117 孔子世家稱其“字仲尼，

姓孔氏”也如此，孔子為殷之後，子姓，孔為氏。姓相當於羅馬的 gens，

氏相當於 familia。118 羅馬氏族家庭，包括非自由人即奴隸，奴隸制和

私有財富的子女繼承一起，開闢了繼續今日的時代。119 中國也曾存在

家內奴婢，但非普遍的奴隸制，均田和小農以家庭為基礎，此為中國與

地中海世界的基本差異。到漢代，百姓之家是多層家族還是五口之家，

尚存爭議。120 從史料上看，兩種情況似皆存在，以五口之家為主。西

                                                  
112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113 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 
114 李零：《茫茫禹跡》。 
115 鄭樵：《通志二十略》。 
116 鄭樵：《通志二十略》。 
117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 
118 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卷。 
11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 
120 守屋美都雄：家族篇第 3 章〈漢代的家族 — 其學說史展望〉，《中國古代的家族

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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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盛時戶約 1200 萬，口約六千萬，與此估計大體一致。121 魏晉南北朝

的中原動亂，造成人口銳減，280 年晉武帝時人口約 1600 餘萬，僅為西

漢的四分之一。122 

秦氏族橫跨東西兩系，源起於東方，發達於西部，統一中國，其後

人遷徙半島和日本，在文化傳播中扮演重要角色。秦為嬴姓，源自少皞，

其墟在魯，屬東夷之地，有東夷的卵生神話。“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

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女，

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123 秦公墓發現的石磬，刻有“高

陽有靈，四方以鼐”，證其源自顓頊。史稱大費又名伯翳，善調教鳥獸，

因治水有功，舜賜其嬴姓，封山東費地，費為其氏。“大費生子二人，

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

國，或在夷狄”。124 費舊讀 bì音，作蛇形，後讀作 fei，為鳳或飛的轉

音，其族崇拜蛇和鳥。龍山文化考古中，有從蛇到玄鳥崇拜的演變蹤跡。

費為地名和氏族名，其字從貝，貝幣也源於東夷。山東有魚鹽之利，直

到清末，費縣一直為鹽的流通樞紐，伯樂發現的拉鹽車的千里馬，也許

就在那一帶。大廉之後居西戎，替商衛西陲，春秋谷梁有“狄秦”之說，

近代有“秦為戎族”之論，稱太史公有誤。125 

戰國“清華簡”的面世，再證秦出自東方，武王伐紂時，依附商

紂的嬴姓部落捲入叛亂，蜚廉東逃商奄，反周被殺，嬴姓商奄之民西

遷，“秦為西戎”之說非是。126 奄的故地在曲阜。秦非子為蜚廉子惡

                                                  
121 大節敦弘：〈國制史〉，佐竹靖彥主編：《殷周秦漢歷史學的基本問題》。 
122 楊聯陞：〈晉代經濟史釋論〉，《國史探微》。 
123《史記·秦本紀》。 
124《史記·秦本紀》。 
125 蒙文通：《中國古代民族史講義》。 
126 李學勤指出：“清華簡”之《系年》，詳載秦人先世的史事。在周武王伐紂後，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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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後，善養馬，獲封秦地，稱嬴秦。“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伯樂出生東部山東，是秦穆公的相馬師。到秦莊公伐戎，獲封犬丘之

地，襄公將兵救周，平王封其為諸侯，賜岐山以西之地。秦經商鞅變法，

到秦始皇統一天下，絕非偶然。西遷的嬴姓之民即秦人，其地或在邾圉

或朱圄山，為戎狄羌人活動區域，舊名伏羌，今甘肅甘谷毛家坪遺址，

或為秦人遺存。127 不過也有不同意見，謂考古不支持清華簡，毛家坪

年代是西周晚期，時間不合，秦族封地初在山西中南部，後西遷。128“其

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太史公留此一筆，指其東夷和西戎的融

合，夷或包括朝鮮甚至日本。孔子的“居夷而不陋，君子居則化”，

指箕子走之朝鮮。後世秦人走之辰韓，還有一個東渡日本的秦氏族。

秦氏族及其文化，融合東夷西戎而擴大周邊，成中國文化多元一體的

代表之一。 

“中國自古是一個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國家，在此過程中，更受重視

的是民族融合而非征服。這就是中國古代沒有出現西方式的奴隸社會的

原因”。129 民族融合以文化為尺度，而非各自的族屬。芬納曾以“共

同的民族性”定義中國性：“很難看出最早的中國人是怎樣符合民族這

個定義的。中國性（Chinese-ness）本來是一個文明更加優越的民族武力

征服的結果。這個民族的來源我們無法確定，但由於某些與眾不同的

                                                                                                                                                  
廉東逃商奄，商奄反周，周成王征伐商奄，殺飛廉，將商奄之民西遷今甘肅，戍防戎

人，是秦先人。商奄之地即今山東曲阜萊蕪，其民為秦人核心，遷到西方，商奄基本

傳統也跟著到了西方，秦文化裡包括著殷商文化。嬴秦文化的發展過程應該說是一個

文化大融合的過程，反映了中國文化最大的特點。秦統一全國不是偶然性的，它也不

僅僅是武力的戰勝。（《中國青年報》2013 年 6 月 18 日） 
127 李學勤：《夏商周文明研究》。 
128 梁雲：《西垂有聲 —〈史記·秦本紀〉的考古學解讀》。 
129 韓昇：《東亞世界形成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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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特別是服飾、舉止和象形文字，生活在有圍牆的村落或城鎮裡，

他們將自己視為中國人。”共同的民族性，即“同為中國”的認同。羅

馬人的國家認同，對象是法理社會，而非共同的民族性。130 中國文明

和文化，從農耕定居、姓氏制度、宮室車馬、祖先祭祀，到曆法和漢

字，在發展中不斷融合外族，形成超越民族的共通文化認同，東亞世

界發源其中。 

 

4.姓氏制度普及東亞，奠定氏族聯盟之國的基礎， 

秦氏族為日本最大的渡來氏族，其文化為日本的祖形之一 

 

周代封邦建國，71 國，姬姓獨居 55，姓氏制為禮法國家的基礎，

形成家國一體的國家形式。秦漢統一天下，超越氏族封建，在“行同倫”

的意義上，進一步將眾多族群融合一體。3~4 世紀，漢末魏晉的中原戰

亂，引發大規模的族群遷徙。從 220 年漢獻帝讓位，到 581 年隋朝統一，

南北分裂三百餘年。“人口的徙動，為魏晉南北朝三百年來之大事。漢

開其端，曹魏進入了一個發展時期。”131 此大事非只中國史，且涉及

東亞世界的整體。古代多東西方族群遷徙，此後多北南和東北方遷徙。

西元 374 年，匈奴人越過伏爾加河，西侵歐洲；幾乎在同時代，南匈奴

南遷，內附中國，“五千部落入居朔方諸郡。”132 曹操分其族為五部，

並多次徙民。晉惠帝時，江統提出“徙戎論”，主張將戎狄徙出，當政

者未採納，也無法實施。133 北方民族內遷定居，徙出已不可能。所謂

                                                  
130 芬納：《統治史》第 1 卷。 
131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 5 篇。 
132《晉書·匈奴傳》。 
133 毛澤東評曰：“遷亦亂，不遷亦亂。在封建時代非亂不可。千數百年後，得化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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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種北狄，內遷後皆取漢姓，如劉、石、喬、張，不詳其祖，已無法區

別。所謂“五胡亂華”，已非外族亂華，而是內部少數族群的內亂。134 

東晉之後，宋齊梁陳的南朝繼之，被視為漢族正統。135 南遷氏族與當

地氏族之間有矛盾，東晉定都建康，或有意避開吳地大族。136 隋唐的

開國者曾仕北朝，唐宗室的母系有外族血統，故也有北方正統之說。岡

田說 184 年黃巾之亂漢人銳減，北族取而代之，古漢人消亡。137 這是

一個老問題，傅斯年當年嘗謂，隋唐中國非秦漢中國，因胡人漢化和漢

人胡化，民族和文化融合，不可否定北朝也是中國。138 

岡田談及日本史的誕生，稱前 2 世紀~西元 3 世紀的幾百年，日本

在中國的支配之下，4 世紀為“反中國”始建氏族聯盟，朝鮮半島一直

為中國的殖民地。139 在另外一本書中，他又提出，7 世紀末為了“反中

國”形成天皇正統，8 世紀日本製造的祖先神話，神武早於秦始皇，即

為了表達日本國家的獨立發生。140 他慣用小說筆法寫“物語”歷史，

生動有趣，但常自相矛盾。半島曾為中國郡縣，民族國家之前的古代，

族群遷徙無法以殖民地論之。 

殷周之際，箕子率遺民走之朝鮮立國，傳國九百年（前 1122~前

194），朝鮮或為商族故地之一，箕子為“從先王居”。141“陳勝等起，

                                                                                                                                                  
亂始輯耳。” 
134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 
135 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 
136 守屋美都雄：家族篇第 4 章〈南人和北人〉，《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 
137 岡田英弘：《中國文明的歷史：非漢中心史觀的構建》。 
138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139 岡田英弘：《日本史の誕生》。 
140 岡田英弘：《歴史とはなにか》。 
141“紂歿後，殷人以亡國之餘，猶得憑箕子以保朝鮮，朝鮮如不早在其統治之內，甚

難以亡國餘燼，遠建海邦。然則箕子之東，只是退保遼水之外，從先王居而已，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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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142“中國之人苦秦亂，東來者眾。”143 

當地氏族還割地與之：“辰韓者古之辰國也，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

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郡，弓為弧，賊為寇，有

似秦語，故或名之秦韓。有城柵屋室，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

縑布，乘駕牛車。始有六國，稍分為 12 國。”144 辰韓即秦韓，六國和

12 國，當為氏族部落，其後即新羅。“避苦役”或與修長城遼東段有

關，有學者考證，其東端在平壤江西郡咸從里，秦之亡人或從那裡南逃

辰韓。145 西漢初年，姬姓衛氏的燕人衛滿，建立衛氏朝鮮，其後代不

肯歸附漢朝，被漢武帝滅國，設漢四郡，中原人到那裡供職，農業和商

業漸次發達，發展出所謂樂浪文化。 

朝鮮半島的民族，由土著和中原氏族融合而成。以姓氏考之，外來

姓氏百餘，多出自中國北方，土著姓氏 60 餘。箕子之後，箕准敗給衛

滿，“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146 自漢初到唐代，各地常

有遷徙半島者，以姓氏可考。韓國前總統盧泰愚，自認為姜太公之後，

太公 11 世孫高傒，立齊桓公有功，獲封盧邑，以邑名為氏，其族唐代

移民半島。高句麗之祖朱蒙，出身玄菟郡高句驪，傳說由巨卵而生，屬

東夷氏族，國名和高姓出自地名，故難以半島土著稱之。147 扶餘源出

                                                                                                                                                  
金亡後猶在混同江邊保其女真族，元亡後猶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傅斯年：《民

族與古代中國史》） 
142《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143 金富軾：《三國史記》第 1 卷。 
144《三國志·魏書》。 
145 孫泓：〈新羅起源考〉，《朝鮮·韓國歷史研究（第 12 輯）》，中國朝鮮史研究

會會刊，2012 年。《魏略》載：“及秦並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否立，

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 
146《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147《漢書·王莽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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濊族，周滅商時，依附商的濊族遷遼東，和貊族融合，稱濊貊，後改稱

扶餘，其先也有卵生神話。百濟源自扶餘，王族以扶餘為姓，其國八大

氏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苩氏，即八大部

落。新羅始祖朴姓，諱赫居世（前 69 年~西元 4 年在位），由白馬之卵

而生，卵如瓠，辰韓人謂瓠為朴，以為姓。金姓源自新羅，也是卵生。148 

史稱新羅朴儒理王“改六部之名，仍賜姓”，李、崔、孫、鄭、裴、薛

六姓，即六個氏族部落。1145 年，金富軾以漢文撰《三國史記》，將

高句麗納入朝鮮三國史，且以新羅為正統，依照他所編世系，新羅赫居

世立國年代最古。依中國史記載，新羅奈勿王（356~402 年）時，遣使

朝貢苻秦，百濟近仇首王（375~384 年）與東晉和倭國往來，新羅和百

濟的氏族聯盟之國，當在 4 世紀定型，姓氏制度和中國文化引進為其社

會基礎。 

倭人屬東夷。“周初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獻鬯草”。149 戰

國時有“倭屬燕”之說。150 那時倭人居於何處，難以稽考。一說倭為

殷大費之後，大費育稻，稻作從山東傳列島。151 或曰倭為吳太伯之後，

太伯讓位季歷，與仲雍一起逃離，文身斷髮。152 倭人黥面紋身，為吳

越之俗。鳥越憲三郎曾主張，日本之根在雲南，後提出倭族源出長江下

游的河姆渡文化，後北上朝鮮半島，繩文晚期遷徙列島，天皇一族可能

是彌生初期的渡來氏族。153 漢代時，有了明確的倭人記載，尚處氏族

                                                  
148 金富軾：《三國史記》第 1 卷。 
149 王充：《論衡·儒增篇》。 
150《山海經·海內北經》。 
151 鄭彭年：《日本中國文化攝取史》。 
152《晉書·倭人傳》。 
153 鳥越憲三郎：《古代中國と倭族 — 黄河·長江文明を検証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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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邦時代：“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154 三

國時，“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 30 國。”155 日语氏族

之“國”音 kuni（くに），恩格斯論家庭和國家起源一書提到，哥特語

的 kuni 表示氏族，與日語的音意皆同，不知其淵源如何。《倭人傳》

對倭的描述，或為曹魏官員的實錄，但邪馬台（大和）地在何處則爭論

不絕，有畿內說、九州說、瀨戶內海說等，成為公眾話題。奈良發現 3

世紀的纏向遺跡，推測為卑彌呼的宮殿和祭祀之地，畿內說漸有優勢。

百餘國之一些國名，至今可考，如對馬國即對馬島，一支國即一岐島，

末盧國即佐賀松浦，伊都國即福岡的怡土郡。一岐島發現“原の辻”遺

跡，推測為一支國都邑，東西長 350 米，南北長 750 米，有三重環濠圍

繞，有祭祀、王居遗迹。氏族邦國概念如此，殷周時邦國林立，春秋時

有一千餘邦國或方國。 

徐福東渡在前 219~前 210 年，日本史稱孝靈天皇時，徐福來居熊

野。156 熊野有徐福墓，出土過秦半兩錢，及其他疑似秦人之物。有地

名“波田須”，為秦人住地之意。日語的“秦”字音 hata，漢字也寫作

“波田”“波多”“羽田”，其意一說為溫暖肌膚的“肌”（音 hata），

一說“機織”（hata nori）的“機”，一說出自半島地名“波旦”。157 神

武東征（前 660 年，從推古九年即 601 年上推 21 次的辛酉年）在熊野

村登陸，其地有祭祀祖靈的神社。故有學者推測，神武即徐福。徐福的

墓祠宮廟在日本有 50 餘處，登陸地有 20 餘處。除了熊野說，還有富士

山隱居說，熱田神宮說。徐福傳說的歷史浪漫，唐時即傳至中國，宋元

                                                  
154《漢書·地理志》。 
155《三國志·魏志·倭人傳》。 
156《日本國史略》：“孝靈天皇 72 年，秦人徐福來。” 
157 上田正昭：《渡來の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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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感慨之詩。南宋流亡日本的僧人，有的曾參與鐮倉幕府對抗蒙古，

無學祖元曾訪熊野徐福祠，有詩曰：“先生採藥未曾回，故國山河幾度

埃。今日一香聊寄遠，老僧亦為避秦來。”158 據日本正史的“記紀”

兩書，159 崇神在前 97~前 30 年立國，即徐福百餘年後。黃遵憲認為，

天皇的三種神器，劍鏡璽，皆秦制；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

又周秦語。主政者或為徐福子孫徒黨。160 日本儒家稱，三種神器為智

仁勇三德象徵。劍和玉璽供奉皇宮，鏡供奉伊勢神宮，難以得見真相。

因徐福東渡，中國曾視日本人為徐福之後。161 

徐福或只是傳說，而 3~4 世紀的秦氏族為日本一大渡來氏族，卻

是信而有證的歷史。秦氏族務實、勤勉、殖產興業，善養蠶、紡織、造

酒、土木工匠，不直接參與政治，有隱蔽的影響力，有自己的信仰，如

稻荷神社，祭五穀之神，如松尾大社，祭酒神，為酒造家所篤信，皆為

秦氏族的氏神，源在京都太秦之地。162 有學者說，秦氏族文化為“日

本人的祖形”之一。163 

                                                  
158 吳偉明：〈徐福東渡傳說在德川思想史的意義〉，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學報》2014 年 1 月。 
159 712 年成書的《古事記》，720 年成書的《日本書紀》，皆為漢文。一些史家認為《古

事記》為偽書。 
160 黃遵憲：第 4 卷〈鄰交誌上〉，《日本國誌》。 
161 如歐陽修的《日本刀歌》詩：“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童卯老，百工五種與之

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162 秦人喜食蕎麥。蕎麥一說原產中亞，一說原產中國，陝西漢墓有實物發現，大範圍

種植在唐。古代蕎麥即傳入日本，山地如長野不適合水稻，故植蕎麥煮而食之，為窮

人食物。16~17 世紀，在天照大神降臨地長野戶隱，出現“蕎麥麵”並成貢品。蕎麥麵

（Soba）和寿司一样为代表性日料，且有“过年蕎麥麵”（年越し蕎麥）之俗。筆者

懷疑蕎麥亦為秦氏族帶到日本，尚需考證。 
163 水谷千秋：《謎の渡來人：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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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評價孫皓暉的《大秦帝國》，提出應重視秦人文化和徐福東

渡一事。筆者理解，他旨在提出中國文化如何擴散的問題，也提出了

秦氏族東渡的課題。164 京都北郊有“太秦”之地（見圖~1，太秦讀音

uzumasa“禹都萬佐”，古代山背國葛野郡），太秦即大秦，現以電影

村出名。“禹都萬佐”為 5 世紀雄略天皇賜秦酒公的名號，為益滿天下

或族長之意。河內國（今大阪東部）也有高地性太秦聚落遺址，附近有

太秦古墳群，日本東部有“秦野”以及上秦鄉、下秦鄉。 
 

圖~1：左為京都北郊太秦（Uzumasa）之地的路標，右為廣隆寺山門。 

  
註：本文所用照片，均由筆者攝於 2017 年。 
 

                                                  
164 2011 年 6 月 24 日，王小強引薦，《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一行，到太湖大學堂，

拜望南懷瑾老師。筆者有幸作陪。南老師高度評價《大秦帝國》說，百多年來，中國

人研究歷史，反而對自己的文化根本看不起。談及徐福時說，當年徐福的船隊，秦國

的 500 童男童女，還有百工技藝什麼都帶去了，幾乎將一個國家建制都帶去了。秦始

皇支持他，為什麼？是徐福把秦始皇欺騙了，他是古今第一大騙子，還是秦始皇的戰

略？他希望孫皓暉去日本考察秦人遺跡，並囑筆者陪同。這個提示也是本文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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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世紀，秦河勝（秦酒公六世孫）輔佐聖德太子，營造平安京（京

都），興修水利，獲賜寶冠彌勒像（日本第一國寶），建廣隆寺供奉。

前首相羽田孜家存族譜，為秦河勝之後。今廣隆寺內有聖德太子殿，旁

即古樸的太秦殿（圖~2）。 
 

圖~2：廣隆寺內的“太秦殿”，為面西的側殿，其左側是面南而宏大的聖德太子殿。 

  
註：小圖為局部放大，廊柱上的“太秦殿”字樣。 
 

廣隆寺外有大酒神社，祭祀秦始皇、弓月王、秦酒公（圖~3）。

據神社由緒書記載（與正史天皇在位年代西曆對照表不同，為研究考證

所定年代），仲哀八年（356 年，對照表為 199 年），秦始皇 14 世孫功

滿王（秦酒公曾祖）避漢土兵亂渡來，應神十四年（372 年，對照表為

283 年），弓月君（秦酒公祖父）率百濟 27 縣民渡來。165“大酒”也寫

作“大闢”，有猜測為大衛王之意，太秦為羅馬，其族為猶太人後裔，

自稱秦氏。弓月君（yutsukino kimi）又稱融通王，被認為日本秦氏始祖。
                                                  
165《日本書紀》：“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廿縣而歸化，

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彥，而召弓月之人夫於加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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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遵憲曾推測，弓月君之祖孝武王，或即公子扶蘇之後，扶蘇得罪後，

其子陰率徒屬逃亡而君百濟，其後裔再渡日本。166 神社有一石碑，上

刻“養蠶機織管弦樂舞之祖”，秦氏族也為雅樂歌舞的傳播者。從徐福

東渡，到 3~4 世紀的秦氏族渡來，秦人和日本的淵源，達幾百年之久，

弓月君那樣規模的移民，沒有長期的交往和先遣難以想像。岡田說，漢

末遼東太守公孫康，設立帶方郡通倭，卑彌呼的商社通三國魏，邪馬台

為華僑聚落，日本人為華僑子孫，意在說倭王和渡來人為“反中國”而

建氏族聯盟，卻無秦氏族和文化淵源的考證。167 
 

圖~3：“大酒神社”由緒書，祭祀秦始皇、弓月君、秦酒公，盛讚秦人文化對日本文

明文化之貢獻。 

 
 

                                                  
166 黃遵憲：第 4 卷〈鄰交誌上〉，《日本國誌》。 
167 岡田英弘：《日本史の誕生》。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no_hk2022-2-pdf/



 34

圖~4：大酒神社正門鳥居，右側石碑刻有“養蠶機織管弦樂舞之祖”。 

 
 

如上所述，嬴秦祖上養馬，秦氏族善養馬和理財。在深草和葛野遺

跡，有 4~5 世紀馬匹耕作的農具出土。6 世紀，欽明天皇幼時，夢中被

告以秦人之能，按其夢境在山背國找到秦大津父，得其輔佐而致富，欽

明得以即位，賜秦大津夫“國造”姓，主管財政。168 欽明“元年八月，

召集秦人漢人等諸藩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戶籍，秦人戶數總 7053

戶”。有學者按一戶 25 人計，秦氏族總人口可達 17 萬人。當時日本人

口約四百萬，秦人約佔 5％，比例似不高，但作為渡來氏族，唯此一家

為大，且支脈繁多，遍佈日本各地。夢中得知秦人之能為神話，少數人

的秦氏族，以其文化和技能，輔佐倭王並惠及社會，或接近史實。169 

                                                  
168《日本書紀·欽明天皇》：“天皇幼時夢，有人云，天皇寵愛秦大津父者，及壯大

必有天下紀伊郡深草裡，姓字果如所夢。優寵日新，大致饒富，及至踐祚。” 
169 水谷千秋：《謎の渡來人：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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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氏族的歷史地位，體現在日本的氏姓制中。漢魏三國時的倭人，

有名無姓，如卑彌呼，難升米，皆為名而非姓。5~6 世紀，日本始定“氏

（uji）姓（kabane）制”。倭王自身無姓，稱君或公（kimi），姓為倭

王據親疏和地位所賜，氏為部落名、地名或職守。日本父母兩系稱呼相

同，父母的兄弟皆稱 oji，父母的姐妹皆稱 oba，故稱雙系制家庭。170 古

代氏在前，姓在後，氏~姓~名連稱。得姓者皆為貴族或豪族，如所謂

的“臣連伴造”，臣（omi）連（muraji）兩姓，執掌大權。臣姓之氏多

出自地名，如葛城、蘇我、吉備、出雲等，與王室聯姻；連姓之氏，如

物部、中臣、鏡作部、服部，少與王室聯姻。姓伴造（tomo no miyatsuko）

的氏，如弓削、犬養、馬飼，與職守有關，而國造（kuni no miyatsuko）

姓原意為地方之“國長”，歸順的豪族之姓。 

唐代盛行姓氏學，萬多親王仿唐的《氏族志》，編日本《新撰姓氏

錄》，815 年成書。其上表云：“年肇神武，人兼倭漢，凡 1182 氏，並

目 31 卷，名新撰姓氏錄。”姓氏錄分皇別、神別、諸蕃三系，皇別為

天神，神別為國神，諸藩為渡來人。諸藩第一即秦氏：“氏族：太秦公；

姓：宿彌；始祖：秦始皇帝三世孫孝武王之後也”。171 884 年，秦宿彌

和秦忌寸，獲賜“惟宗朝臣”，惟宗為氏，朝臣為姓，江戶時薩摩藩主

島津氏為其後裔。朝臣姓也見於皇別、神別，天皇族裔的源氏，外戚的

藤原氏，也賜朝臣姓。藤原朝臣長期攝政，源朝臣以武家統治日本，秦

                                                  
170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歷史》。 
171《新撰姓氏錄》：“男功滿王，足仲彥天皇謚仲哀八年來朝。男融通王一云弓月王，

譽田天皇謚應神十四年來朝，率廿七縣百姓歸化，獻金銀玉帛等物。大鷦鷯天皇謚仁

德禦世，以百廿七縣秦氏，分置諸郡，即使養蠶織絹貢之。天皇詔曰：秦王所獻絲綿

絹帛，朕服用柔軟，溫煖如肌膚。仍賜姓波多。次登呂志公、秦酒公，大泊瀨幼武天

皇謚雄略禦世，絲綿絹帛委積如岳，天皇嘉之，賜號曰禹都萬佐。”諸蕃除了秦氏，

漢種 163 氏，百濟 104 氏，高麗 41 氏，新羅九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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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與這些氏族賜同姓，可見其地位。明治之後，種姓制被廢除，一般平

民可自取氏名，故日本姓氏最多，且不用姓名，只稱氏名。172 關於秦

氏族為羅馬“大秦人”之說，或猶太人之論，皆屬小說式的猜測，或試

圖切斷其中國來源。 

姓氏錄的外藩分“種別”，有漢種、百濟、新羅之分。漢種中有漢

氏音 aya，又分西漢氏和東漢氏。東漢氏始祖為阿知使主，稱漢靈帝曾

孫，率東漢的“七姓漢民”由帶方郡東渡。遣唐使的留學生僧中，有不

少漢氏後裔，如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日文（僧旻），後皆參與國政。

吳人古來即與日本交往，擅製鐵、機織、製陶和農業，日本有“吳服”、

“吳竹”、“吳市”等物名和地名。日語吳字音 kure，同“暮”，或指

日本之西。奈良的東漢氏聚落，有栗原的地名和呉原寺（栗和吳日語中

同音），祖廟為“於美阿志神社”，祭祀阿知使主。漢人“牟佐村主”

稱孫權子高之後，村主（suguri）為姓，可能為吳的變音。史載一個名

“身狹村主青”者，雄略天皇時出使南朝宋，帶回織工和兩隻鵝。173 越

族有內越和外越，外越人因戰亂或生計而流徙海上，借季風洋流或沿海

岸航行，也可遷移日本。考古學論定，水稻栽培起源於長江中下游地區，

稻作傳播日本的途徑，或從海上傳播北九洲，或北上經山東、遼東、朝

                                                  
172“古時姓氏有別，姓者，皇尊下賜，所示與王權關係、地位之稱號矣姓者。據傳成

務天皇禦宇定國造，縣主，別，稻置等姓。允恭天皇之世，行臣連制，定君，臣，連，

直，史，村主等姓，以大臣大連執權力之牛耳。壬申亂後天武帝制八色姓，詔更改諸

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萬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禰，四曰忌寸，

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稻置。明治維新後，於皇紀 2530 年頒布平民苗字許

容令，皇紀 2532 年行壬申戶籍編纂，此後姓氏一元種姓之制遂廢。”（北川研究室《新

撰姓氏錄概覽》） 
173《日本書紀·雄略天皇》：“十年秋九月乙酉朔戊子，身狹村主靑等，將吳所獻二

鵝到於築紫。是鵝為水間君犬所囓死。由是水間君恐怖憂愁，不能自默。獻鴻十隻與

養鳥人，請以贖罪。天皇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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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半島，與族群的遷移路徑一致。 

中國的變化影響周邊。4 世紀的動亂和氏族遷徙，是中國史的一件

大事，也是朝鮮半島和日本史上的大事。中原氏族遷徙，將姓氏制度和

文化移植，為其建立各自的氏族聯盟國家，提供了基本的社會和文化條

件。徐福東渡難以實證，秦氏族的東渡，卻為信而有證的歷史，其與日

本的淵源，前後延續數百年之久，史家稱之為日本的祖形之一，也是將

中國文化移植的關鍵族群，其地位在日本氏姓制中得到體現。 

 

5.東亞的禮制和信仰體系源出中國， 

是世俗的而非巫術 

 

與西亞起源的一神教不同，中國古代從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發展

出上天和祖先崇拜，為樸素的世俗信仰。商代的禮制，如王者以天干

甲乙為號，其祭祖儀式從卜辭中可辨，有些至今難解。174 丁山考甲骨

文，論示（ ）即氏（ ）字，像圖騰柱，或祭天杆，祖先和上天

一體。175 周代禮制核心為“敬天法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

祖先配天地，表達對上天和祖先的敬畏。神明的構造也即社會的構造。

氏族祭祀其氏神，諸侯祭祀其祖先，唯天子可祭天，為公天下的代表。

禮制非單純的儀式，而是禮法政治。法制從禮制中產生，延伸到官制，

周禮設天地春夏秋冬的六官，演化為隋唐以後的尚書六部。 

韋伯將中國的神與西亞、古希臘的宗教相比較，稱社稷（土穀）和

宗廟（祖先）是自然神所想像的巫術力量，人格化的天神，相當於希臘

的宙斯。與羅馬帝國的區別在於，中國皇帝不僅是君主，也是最高的
                                                  
174 劉源：《商周祭祖禮研究》。 
175 丁山：《甲骨文所見民族及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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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即古代巫術信仰中的乞雨巫師，並賦予其倫理意義。176 在他看

來，中國的信仰尚未脫巫術，推演而來的理論稱，中國的現代性要從

“祛魅”開始。韋伯認為，傳統的和超凡魅力的統治，皆具神秘主義

因素，在猶太和印度宗教中表現出來，雖然諸宗教的擔綱者指向是現

世的。177 

將這種理論用之中國，多相互矛盾，似是而非。古代治巫術者多矣，

占卜堪輿之類，但孔子依從周禮，人倫本位，現世取向，敬鬼神而遠之。

權力或需神秘包裝，但中國的信仰本質上不是巫術。儒家官員對巫術持

反對或輕蔑態度，韋伯論及官僚制與宗教，也談到了這一點。178 東漢

時的桓譚，對喜讖諱的光武帝直言，讖諱怪誕非經，被流放而亡。埃及

的法老是神，蘇美爾王是神，中國皇帝是人而非神，更非巫王。179 朱

熹曰，禮崩樂壞二千餘年，古制不可曉，孟子也只知其大略。180 不過，

樸素主義的、世俗性的信仰延續近代，並普及東亞，其脈絡至今可辨，

體現這種文化的共生，為猶太和基督教所無，而一神教的先知和祭司，

也不見於中國和周邊。 

岡田說，中國的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為市場~都市的原型，皇帝

本質上為大型商業組織的管理者。181 宮殿和左祖右社為統治的象徵，

                                                  
176 馬克斯·韋伯：《儒教和道教》。 
177“如果要簡潔地 — 換言之，以一句話 — 描述出所謂世界諸宗教的主要擔綱者或傳

道者之階層的典型代表人物，那麼，可以這麼說：儒教，維持現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

維持現世秩序的巫師；佛教，浪跡世界的托缽僧；伊斯蘭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猶太

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職工。”（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第 7 章） 
178 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第 7 章。 
179 饒宗頤：〈歷史家對薩滿主義應重新反思與檢討：巫的新認識〉，《20 世紀學術文

集》第 1 卷。 
180《朱子語類》第 4 冊 84 卷。 
181 岡田英弘：《中國文明的歷史：非漢中心史觀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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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禮制和信仰的一部分。中國都城的形制，與歐洲的宮殿和神廟、

廣場和市場不同，最重正殿和宗廟，前者為現世秩序，後者是祖先信仰。

“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

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182 安陽殷墟有宮殿、宗廟、祭壇遺

跡。周代“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

祖，右社，面朝，後市。”183 王國維說，“古制中之聚訟不決者，未

有如明堂之甚者”。他認為，明堂從家室而來，發展為宗廟，“祭法云，

王為群姓立社，為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

社。”184 社與明堂的區別，至今還有學術爭論，難以論定。185 不過，

中國的禮制，影響東亞各國，其宮殿、宗廟、陵寢、祖社祭祀，多發

源中國，本土化的改變，難掩其本源。如農神信仰，在日本轉變為“穀

魂”信仰。日本民粹主義認為，其信仰為本民族所固有，而否定其中

國源頭。186 

秦統一之後，曾重建六國宮殿。“秦每破諸侯，寫仿其宮室，作之

咸陽北阪上。”187 漢初，蕭何籌備宮殿，劉邦質問：“天下匈匈，苦

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答：“天下方未定，

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188 漢長

安城前殿為正殿，左宗廟，右社稷，南郊天，北郊地，此制或在商周時

已定型。自古以來，王或帝或皇帝具有雙重性，對百姓稱君，用帝璽任

                                                  
182 鄭樵：《通志·禮略第一》。 
183《周禮·考工記》。 
184 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王國維論學集》。 
185 王震中：《商代都邑》第 1 章。 
186 諏訪春雄：《日本的祭祀與藝能》。 
187《史記·秦本紀》。 
188《史記·高祖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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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官員；對上天則稱臣，祭文用天子之璽，以示敬畏。从漢武帝開始，

冬至南郊祭天，祭天禮為國家祭祀，成為定制。 

日本和尚圓仁留唐時，親見唐武宗會昌元年（841 年）正月，南郊

祭天的場面。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有錄：“（正月）六日，立春

節。七日，今天子幸太清宮齋。八日，早朝出城，幸南郊壇，壇（圜丘

壇）在明德門前。諸衛及左右二十萬眾相隨。諸奇事，不可勝記。九日，

五更時，拜南郊了，早朝歸城。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189 

日本效法唐文化，包括都城和宮殿，據說無郊祀之制，代之以宮中祭

祀。190 但後來發現，桓武天皇（781~806 年在位）在 785 年，曾依唐的

郊祀形式，在長岡京南郊“交野”之地，冬至祭天，後又舉辦過兩次。

交野是渡來人的聚集地，存有圜丘遺跡。191 

曹魏時，洛陽正殿稱“太極殿”，在都城的中軸線北，所謂居中建

極。日本的平城京（奈良，710 年建成）和平安京（京都，796~1869 年

為都城），都曾建有正殿的“大極殿”。太、大相同。2010 年，奈良

紀念平城京遷都 1300 年，重建了大極殿。半島各國無太極殿，概因不

敢僭越禮制。據陳仲殊考證：“3 世紀 30 年代，中國的太極殿始建於

曹魏的洛陽，西晉沿用，至於 4 世紀初期。以後自 4 世紀初期到 6 世紀

後期，太極殿在東晉、南朝的都城建康，在北魏的都城平城、洛陽，在

東魏、北齊的都城鄴城相繼建立，最後於 7 世紀以降的唐王朝京師長

安，繼續其作為皇宮正殿的歷程。而日本 8 世紀以後的平城宮、難波宮、

恭仁宮、長岡宮、平安宮內的大極殿，則可視為唐代長安太極宮中太極

殿之向東方海外的延伸……平安宮內的大極殿，自 8 世紀 90 年代建成

                                                  
189 渡邊信義郎：第 5 章〈古代中國的王權與祭祀〉，《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 
190 金子修一：《古代中國與皇帝祭祀》。 
191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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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雖於 9 世紀 70 年代，11 世紀 50 年代，兩度因火災燒毀而重建，

重建後的大極殿，又延續存在至 12 世紀 70 年代第三次焚毀為止，可稱

為中日兩國各處都城宮內太極殿的最後留存者。”192 

明清北京皇城，依古制而建，左宗廟，右社稷。宗廟祭皇家之親，

為內神，社稷祭土地農神，為外神。失百姓之政，失其宗廟：“不顧其

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193 安史之亂時，

叛軍先毀唐室宗廟。半島和日本皆有宗廟之制。首爾的高麗宗廟，今為

一個紀念之所。日本的宗廟變形為伊勢神宮，祭祀天照大神，天皇始祖，

被稱為日本人“心的故鄉”。神宮內包含某種蛇神之像，或為天皇一族

古老圖騰。194 伊勢神宮的別宮，祭祀“豊受大神”，衣食和產業之神。

此制或來自社稷神，即土神和穀神，社為土，稷為穀，土穀神為農本中

國起源的神明。 

日本的“皇國史觀”，起源其南北朝，以水戶學的《大日本史》為

標誌而定型。此書本春秋之意尊皇，稱亂臣弑逆，天地不容，人人可得

而誅之。195 水戶學有朱舜水的貢獻，天皇正統史觀，為幕末“尊皇攘

夷”的精神支柱，也是君主立憲的思想來源，其末流演變為軍國主義的

皇道思想，認為日本為世界唯一神國，神社為日本固有，天皇為神道教

主。關於“神道為祭天古俗”的考證，“天皇機關說”的憲法解釋，昭

                                                  
192 陳仲殊：〈中國古代宮內正殿太極殿的建置及其與東亞諸國的關係〉，《古代中國

與日本以及朝鮮半島諸國的關係》。 
193《墨子·非命下》。 
194 武泽秀一：《伊勢神宫の謎を解く — 天照と天皇の“発明”》。 
195 水戶學起於藩主德川光圀 1657 年設立史局，編輯《大日本史》，光圀尊朱舜水為國

師，其天皇正統繼承中國正統史觀和尊皇思想。該書為漢文歷史書，紀傳體，1657 年

開始編纂，1720 年本紀 73 巻，列傳 170 巻完成，獻給江戶幕府，1906 年完成全書。全

39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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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時代曾被判為“大不敬”之罪。就歷史起源而言，漢字天皇二字，源

出三皇之說，神社源出中國百姓氏族之“社”（圖~5）。中原和半島

移民聚集的近畿地區，有出雲神社、加茂神社、平野神社等諸多神社，

多出現在 5~6 世紀。平野神社供奉今木神、久度神、古開神。 

2002 年，日韓共同舉辦世界盃，平成天皇承認半島血統，他說桓

武天皇的母親是寧武王的子孫，故對韓國有一種親近感。桓武之母和

氏，從百濟渡來大和，賜姓“高野朝臣”。久度（kudo）和灶（kudo）

同音，曾被考為中國灶神，內藤湖南指出，久度或即仇首（kudo），也

即百濟聖王仇首王。據《史記·封禪書》山東齊地供天主、地主、兵主

等八神，姜太公以來作之，近畿地區有兵主神社。大和穴師坐兵主神社，

有一殿名弓月嵩。穴師讀 aya，即漢，弓月為秦祖，兵主神社當為秦氏

的氏神之一。196 渡來人各帶其氏神東渡，為日本神社的起源。冠以天

照的神社，崇拜太陽神，還有其他如蛇、高木、稻神的超自然神，氏神

和超自然神二者結合，當為伊勢神宮的起源。據日本正史，垂仁天皇（前

29 年~西元 70 年）時造出雲神宮，祭天照之子男神，後建祠伊勢。此

為神代史，實際上伊勢神宮出現在 4 世紀之後，與其王權形成期一致，

7 世紀之後成天皇宗廟，與律令制國家形成期一致。 
 

                                                  
196 內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史記·封禪書》：“三曰兵主，祠蚩尤。

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祠蚩尤的兵主何以成為日本秦人的氏神，存疑，

或與秦人尚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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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京都太秦之地秦氏族的“大酒神社” 

 
 

伊勢神宮為木質結構，茅草覆蓋，留古代茅茨土階遺風，周圍森林

茂密。197 神宮有 20 年一次“式年遷宮”傳統，拆除全部舊宮，按原樣

將重建。從 690 年到 2013 年，除了戰國時代的 120 年之外，式年遷宮持

續 1200 餘年之久。目的當非解決耐久問題，而是重複宗廟記憶。198 天

皇何以具有權威，有巫術和神性等解釋，宗廟記憶當為其主要來源。199 

百姓氏神和王者宗廟，皆源自祖先崇拜，利用儒家的忠孝觀，將天皇祖

神的信仰普遍化。二戰之後，麥克亞瑟試圖改日本為基督教國家，最終

                                                  
197《呂氏春秋》謂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淮南子》曰“有蓋而無四方”，

西漢公玉帶獻黃帝明堂圖，或許近之，至今宮殿考古，也有學者論及，可参考王震中

《商代都邑》。 
198 武泽秀一：《伊勢神宮と天皇の謎》。 
199 脇田晴子：〈天皇和中世紀文化〉，徐洪興等編：《東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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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天皇制，以“象徵天皇”維繫其傳統信仰。戰後昭和天皇發表

“人間宣言”，祛除自己的神性，天皇是人而不是神，同時保留了神宮

祭祀。1967 年，佐藤榮作以首相身份，參拜伊勢神宮，此後照例總理

和農林大臣年初參拜。2016 年，G7 首腦會議在伊勢召開，奧巴馬等參

觀了伊勢神宮。 

陵寢也象徵統治權威。始皇和漢唐帝陵規模大，有地下宮殿和陵園

陵邑。3~7 世紀為日本古墳時代，以“前方後圓墳”為代表，多分佈在

奈良盆地和大阪平原（圖~6）。最古者為奈良的箸墓古墳，長 278 米，

後圓高 30 米，年代為 3 世紀中期，接近卑彌呼（？~248 年）的年代。

被葬者傳為與蛇靈交合的女巫，或即卑彌呼，但未得證實。最大的是大

阪的大仙陵古墳，考證或為仁德天皇（313~399 年）陵，長約 500 米，

後圓高 36 米。前方後圓的形制，確為日本所獨有，來源其說不一。一

說源出半島南部全羅南道的“長鼓墳”，但長鼓墳年代為 5~6 世紀，

晚於日本 3 世紀的古墳。有學者推測，前方後圓形制，源於天圓地方觀，

且頗有些證據。中國的南北郊祀，南郊為圓丘，如天壇，北郊為方丘，

如地壇。237 年（景初元年）災害頻發，魏明帝在洛陽南郊委粟山造圜

丘祭天。卑彌呼在 239 年遣使入魏，其使臣或親見郊祀。《晉書·武帝

紀》記載，266 年（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並圜丘

方丘於南北郊，二至（冬至和夏至）之祀合於二郊”。11 月己卯為冬

至，司馬炎即位時“並圜丘方丘”合祀天地，來獻方物的倭人或就在郊

祀現場，由此產生前方後圓的形制設想。箸墓古墳建於 266 年之後。200 

卑彌呼有一個男弟輔佐，奈良島山古墳調查發現，後圓被葬者為男性酋

長，前方則可能為女巫，司祭和司政酋長，一男一女，一聖一俗合葬，

                                                  
200 寺澤薰：《王権の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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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為天圓地方觀的變形。201 
 

圖~6：奈良鑒真的唐招提寺北面附近，前方後圓古墳，周濠如同湖泊，稱垂仁天皇陵。 

 
 

古墳發現的隨葬品，主要有銅鏡、銅鐸、陶器、玉器和兵器，其中

三角緣神獸銅鏡最引人注目。常有多面銅鏡，置於死者頭部和胸部。考

古家認為，此制在秦漢時形成，作為一種權威象徵，在其墓葬制中延續

了五百年之久。日本此俗或也與秦氏族有關。戰國中晚期，秦人墓葬中

已發現銅鏡隨葬，出土位置多在頭部、肘部、腰部周圍，有的用絲綢包

裹，秦鏡或代表了其太陽神或始祖顓頊信仰，作為明器隨葬，以引領其

靈魂。202 日本出土的一面銅鏡，其銘文曰：“景初三年（239 年），陳

                                                  
201 白石太一郎：《古墳とやまと政権》。 
202 楊謹：〈秦鏡與秦人信仰初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07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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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鏡，自有經述，本是京師”。陳仲殊考證，“陳是”即陳氏，“京

師”並非長安洛陽，而是吳地揚州。日本出土的三百餘面銅鏡，中國賞

賜或出口的不多，多為吳地工匠在日本所制，其說已為多數學者所接

受。203 半島南部 1~3 世紀的陵墓，也有銅鏡發現，與日本相比數量很

少。204 百濟王的陵墓，與南朝形制相同，即使當時往來頻繁，但南朝

的帝陵不會給百濟人參觀，百濟王陵或由南朝的工匠在百濟監造。 

東亞世界為中國文化的歷史博物館。上天和祖先崇拜信仰體系，源

自古代中國，傳播到朝鮮和日本，與其原生的超自然信仰相融合，源流

仍可辨識。“百代衣冠留海外，千年禮樂總依稀。”205 非一神教的信

仰體系，為東亞共通文化的一部分。這種信仰被禮制化，而禮制又是禮

法政治，體現到官制之中。日本仿唐的律令制，天皇之下設兩官，一神

祗官，一太政官，分別司祭祀和政務，信仰與政治互為表裡。近代的皇

國史觀，源出日本儒家水戶學，其末流變質，將天皇和大和民族神化。 

 

6.王權和政治文化，引進中國還是對抗中國 

 

內藤湖南指出，日本是依賴中國文化形成自己文化的，時期相當漫

長，政治、社會的進步是一點一點逐步完成的。沒有中國文化的鹽鹵，

日本還只是豆漿，無法成為豆腐。江戶中期，國學家否定這個基本史實，

認為凡採自外國之物，皆低劣於日本固有之物，日本以本國文化為基

                                                  
203 陳仲殊：〈從日本出土的銅鏡看 3 世紀倭與中國江南的交往〉，《古代中國與日本

以及朝鮮半島諸國的關係》。 
204 森下章司：《古墳の古代史》。 
205 南懷瑾：〈乙酉季秋中日文化訪問團赴那智山徐福廟途中遊京都故宮〉，《金粟軒

紀年詩》。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no_hk2022-2-pdf/



 47

礎，自發比重高於外來文化。206 賴肖爾論及日本仿效中國時寫道，在

西方歷史中不存在足以與日本那樣自覺地大規模的引進外國文化相媲

美的例子，18 世紀俄國彼得大帝可能是一個例外，但時代晚得多。東

西方之間的這種差異，是中國文化的強大吸引力造成的。207 學界也有

“日本例外”之論，稱日本看上去更像英格蘭西海岸附近的島嶼，只是

碰巧被中國拖曳過去，定泊於中國的近海。208 岡田沿襲江戶期的國學

家，他認為，日本文明的歷史意識，在與中國的對抗中產生，天皇正統

在“反中國”中形成。209 是反中國還是引進中國，似乎成了一個問題。 

繩紋文化或自發產生，為日本的新石器文化，也稱森林和海洋文化，

以狩獵採集為生。彌生時代（前 300~西元 300 年），以農耕、青銅和

鐵器為代表，主要為所謂“渡來人文化”。日本的青銅和鐵器同時，沒

有獨立的青銅時代，鐵器從半島輸入。漢代禁輸農戰之器的鐵入北方民

族，卻可流入半島，半島冶鐵歷史很悠久。朝韓語中，金銀銅的讀音皆

源於漢字讀音，唯鐵字為本民族語言的“喬爾”（cheol）。史稱弁辰

“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巿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210 奈

良古墳和韓國皆出土有大量鐵鋋，既有實用性，或具貨幣性功能。彌生

時的氏族酋邦，爭奪這種先進的資源，戰亂或由此而生。繩文末期列島

人口約 50 萬，彌生初期增到 120 萬，主要是渡來人，定居地從西部北

九洲，經瀨戶內海，達近畿地區。1999 年，大阪彌生文化博物館，舉

辦“渡來人登場”的展覽，包括祭祀陶器、船型陶器、割稻石刀、青銅

劍、木制農具和鐵器。彌生的農耕革命，從稻作、冶鐵、青銅、紡織到
                                                  
206 內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207 愛德溫·賴肖爾：《當代日本人》第 4 章。 
208 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 
209 岡田英弘：《歴史とはなにか》。 
210《三國志·魏志·弁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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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制，主要為渡來人所貢獻。211 

日本古史一直由中國史記載。8 世紀的“記紀”正史，製造其祖先

神話，以辛酉革命說，將神武開國溯至西元前 660 年，明治時還出現過

“神代文字”的偽書。神代史成書在唐代，黃遵憲嘗謂：“余讀神代史，

蓋類唐人小說。”1940 年代，津田左右吉考證神代史，稱神代可以稱

為史料，但非歷史。日本被世界所知在前 1 世紀的西漢，大和國家形成

在 3~4 世紀。212 當時，他的研究被批判為“抹殺日本精神的虛無主

義”，著述被禁，教職被免。戰後學界恢復共識，日本王權以古墳為標

誌，形成在 3~4 世紀，為一種廣域的政治聯合或酋邦聯盟，在與中國

和半島長時期的交往中形成。大仙陵如同一座山丘，周邊有三重濠溝，

據大林組公司計算，每天動員二千人，工期需要 15 年，如此工程需強

大的權力和組織。中國史的日本記載，停留在晉武帝的 266 年（泰始二

年），此後 150 年無記載，日本史家稱之為“空白的 4 世紀”，王權如

何形成不得而知，成為日本學界的長期困惑，有各種研究和假說。 

1948 年，江上波夫提出“騎馬民族國家”說，稱 4 世紀初，崇神天

皇聯合其他氏族，以先進的鐵制武器和戰馬，從半島弁韓任那渡來北九

洲。5 世紀初，應神天皇聯合大伴、久米等氏族征服畿內，建立統一王

權。213 日本文化習俗，如兄終弟及，男女同權，服飾馬具，尚白淨火，

與騎馬民族相似。古墳前期為農耕特徵，隨葬品為銅鏡等祭祀物，後期

隨葬品為武器和馬具。神代史的天孫降臨支配國神，原型即騎馬民族征

服。214 此說產生在美軍佔領期，戰敗和外來征服，引發其歷史聯想，
                                                  
211 周蜜：《日本人的起源與形成》。 
212 津田左右吉：〈建國の事情と萬世一系の思想〉，《津田左右吉歴史論集》。 
213 畿內五國，即山城國、大和國、河內國、和泉國、攝津國。現奈良、京都南部、大

阪，兵庫東南。 
214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國家》。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no_hk2022-2-pdf/



 49

但缺乏實證性，現已少有附和者。江上後來考古蒙古，尋找成吉思汗的

陵墓。古墳隨葬品的變化，如馬的使用，與稻作和畜牧有關，秦氏族即

善養馬，其他風俗也不僅限於騎馬民族。日本發現的彌生時代的“環濠

集落”，濠溝寬五米，有的多達五重，以防衛外來攻擊。還有高地性集

落，如同山城，也為農耕特徵。圍繞農田和水的資源爭奪，酋邦國家之

間易發生戰爭，故聚落多防衛設施。彌生後期到古墳時期的 2~3 世紀，

環濠集落逐漸消失，推測為出現酋邦聯盟王權，可以抑制戰亂。《倭人

傳》稱有“百餘國”，長 150 米規模的大型古墳約有上百個，形制和遺

存相似，或表示酋邦的平等性。倭王聯合其他氏族，包括渡來氏族，建

立起氏族聯盟，更接近史實。215 

空白的 4 世紀，高句麗擴張，374~413 年好太王在位，其子所立“好

太王碑”的辛卯條，有倭的記載：“百殘新羅，舊是屬民，由來朝貢。

而倭以辛卯年來渡，每破百殘新羅，以為臣民”。辛卯年為西元 391 年，

在仁德天皇時期，仁德可能為實在人物。倭王派兵渡海，入侵百濟和新

羅，對抗高句麗，那裡有倭人故地，更重要的是有鐵資源。高句麗善馬

戰，倭人效法，刺激其馬文化的發展，5 世紀初的古墳開始有馬具和兵

器隨葬，以及馬的殉葬。216 5 世紀後，南朝的宋書、南齊書、梁書再出

現倭國記載，即“倭五王”的贊、珍、濟、興、武。倭視南朝為中國正

統，13 次遣使東晉和宋齊梁，接受南朝的冊封。《宋書》載：“興死

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

安東大將軍，倭國王”，時在 478 年。217 502 年，梁武帝封武為征東將
                                                  
215 上田正昭：《渡來の古代史》。 
216 山本博文：《天皇 125 代と日本の歴史》。 
217《宋書·列傳第 57·夷蠻傳》：“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

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詔除

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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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武即雄略天皇（456~479 年在位），梁冊封時武已去世，或為追贈。

“記紀”兩書中其名為“大長穀若建命”或“大泊瀨幼武”，長穀或泊

瀨為宮號，讀作 Hatsusei，“若建命”和“幼武”為名，讀作 Wakatakeru。 

琦玉的稻荷山古墳出土 5 世紀的鐵劍，發現有 115 個漢字銘文，年

代為“辛亥”即 471 年，被葬者為“東國”酋長或將軍，臣姓，銘文的

“獲加多支鹵大王”，即 Wakatakeru 的漢字表達，銘文稱其“治天

下”。熊本江田船山古墳出土的鐵刀，銘文殘片也有“治天下大王”，

還有“作刀者名伊太加，書者張安也。”據此推斷，5 世紀的倭王武

時代，已有中國式的天下觀，使用漢字記載人物和歷史，氏族聯盟發

展為“大王”王權，“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

當為其自稱。218 史稱雄略重耕織，命後妃躬桑（至今皇后在皇居養蠶），

學吳織，重用秦氏等渡來人，有“有德”之說，但暴烈好殺，也有“惡

王”之評。219 倭王接受中國冊封，僅有倭五王時代。明太祖封足立義

滿為日本國王，足立是幕府將軍而非天皇。220 倭五王之後 502~600 年，

日本記載在中國史中再度消失。 

據 5~6 世紀的“氏姓制”，大王或天皇一族之外，貴姓和豪族封

邦領地，勢力強大，天皇被貴族弑殺也有發生，如推古之前的崇峻天皇，

                                                  
218 此鐵劍為日本國寶，藏於琦玉博物館，1968 年在古墳後圓部分出土，1978 年發現漢

字銘文。正面：辛亥年七月中記乎獲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其児多加利足尼其児名弖已

加利獲居其児名多加披次獲居其児名多沙鬼獲居其児名半弖比。背面：其児名加差披

餘其児名乎獲居臣世々為杖刀人首奉事來至今獲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宮時吾左治天

下令作此百練利刀記吾奉事根原也。其與“七支刀”銘文關聯性的解讀，參考宮崎市

定：《謎の七支刀：五世紀の東アジアと日本》。 
219 上田正昭：《私の日本古代史》。 
220 近江昌司编：《倭王と古墳の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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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貴族和伯父的蘇我馬子所弑。221 推古天皇（女帝）時，聖德太子

（574~622 年）主政，實施推古改革，制定憲法 17 條（604 年，漢文）、

冠位 12 階，以德仁禮信義智的德目為冠位，分大小，圖以中國的禮制

和觀念，完善其禮儀制度，改其氏姓制中的貴族專權，建立新的政治

秩序。 

隋統一後 607 年，小野妹子使隋，帶了那封著名的國書：“日出

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

聞。”222《日本書紀》存其 608 年的國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223 

煬帝稱蠻夷無禮，還是派了裴世清出使。609 年，裴世清經百濟到倭

國，受到隆重接待，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宮中宴會使用箸，為

中國式的兩雙。其行程中經過一地稱“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224 隋

的國書曰：“皇帝問倭王”，《日本書紀》記為“皇帝問倭皇”，只好

各說各話。 

唐貞觀年間的 645 年，高向漢人玄理出任“國博士”，玄理為七姓

漢人之後，隨小野妹子使隋，留學隋唐 30 年，熟知唐的律令體制，輔

佐孝德天皇的“大化改新”。654 年玄理再赴長安，拜謁唐高宗，因病

客死長安。大化改新要建立唐式的中央集權，廢止“臣連伴造”的官職

世襲，廢除貴族的私有領地，建立戶籍制和均田制（“公地公民制”），

統一縣郡制和租稅，確定第一個年號“大化”。這個年號取自《漢書》，

                                                  
221 竹田恆泰：《旧皇族語る天皇の日本史》。 
222《隋書·列傳第 46·東夷·倭國》。 
223 堀敏一：《隋唐帝國與東亞》。 
224《隋書·列傳第 46·東夷·倭國》：“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

嶋，南望耼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

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州疑不能明也。”日本研究者稱，這個秦王國，當在今

九州福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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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的年號多取自中國古典。 

在這個時期，高句麗和百濟不斷侵擾，新羅來朝乞師，唐太宗決定

征伐高句麗（644 年）。這場戰爭持續多年，660 年唐高宗時，唐新聯

盟攻滅百濟，倭出兵援助百濟，有白村江之戰（663 年），唐水軍火攻

倭的戰船四百，大敗倭軍。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岡田說，唐征服

了百濟而威脅日本，故以倭王為中心聯合起來，包括渡來人，在 668 年

（高句麗滅國之年）建立天皇正統。事實上，608 年的其國書已自稱“東

天皇”。唐新平定百濟後，唐和日本的關係一度惡化，新羅統一大同江

以南，安東都護府撤回遼東，威脅日本之說也無根據。此戰之後，天智

天皇一方面加速變革，一方面再派遣唐使。 

有唐一代，遣唐使團共 27 次，時間達二百餘年。學者和僧人如吉

備真備（695~775 年）、阿倍仲麻呂（698~770 年）、空海（774~835 年）、

最澄（767~822 年）皆為文化名人。752 年，藤原清河為大使，吉備真

備、大伴古麻呂為副使，到長安拜謁玄宗。753 年正月，玄宗在大明宮

接受使節朝賀，日本座席被安排在西側第二席，第一席為吐蕃，東側第

一席是新羅，第二席是大食，也就是說日本位在新羅之下。大伴抗議

說，新羅長時間朝貢日本，這樣的座席不合理，最終日本和新羅交換座

席。鑒真最終成功赴日，就是這個大伴古麻呂同船陪同。 

阿倍（晁衡）在國子監學成任職，與李白等交遊，在唐 35 年後，

753 年和藤原清河一起歸國，聞其海上遇難，李白作詩悼念。225 755 年

晁衡從漂流地安南回到長安，安史之亂時隨侍玄宗入川，759 年任安南

節度使，770 年終於長安。804 年空海入唐求法，師從密宗七祖惠果，

為日本真言宗始祖，高野山為其本山。最澄入唐修學天臺，為日本天臺

                                                  
225 李白《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

愁色滿蒼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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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之祖。894 年，宇多天皇指示菅原道真（845~903 年）再次派遣唐使，

中國商人名王訥者，通過在唐僧人轉告日本朝廷大唐凋敝之事，指唐末

戰亂，社會不安。菅原上書“請令諸公卿議定遣唐使進止狀”，終止了

遣唐，日本人在本國已可研習中國文化。226 經二百餘年唐文化，上層

貴族和寺院，皆喜愛被稱為“唐物”的中國製品，從服裝，茶具，到書

畫。遣唐使結束後，日本的“國風文化”逐漸興起，上層社會仍以“唐

物”為風雅，這個概念後來演變為宋以後的中國美術品。 

日本引進唐代的律令制，源出中國“王土王民”，天皇集權，一君

萬民，皇權之下人人平等。701 年，制定和實施最初的法典“大寶律

令”，標誌其律令制的完成。702 年，栗田真人（朝臣姓）作為“遣唐

大使”拜謁武則天，始用日本國號。實施律令制，從土地分配到戶籍租

稅，皆依靠官員，財力和人力負擔大，8 世紀末，桓武天皇進行簡政改

革。秦漢以來的一君萬民，與日本的氏族聯盟並不相容。朝鮮非貴族的

仕途，有科舉一途，日本貴族勢大，未引進科舉制。一說引進律令制時，

唐的門閥政治也影響了日本。227 9~10 世紀，外戚的藤原氏主政，母系

家長行攝關政治。後三條天皇破 170 年的傳統，不再立藤原氏女為后，

結束了攝關，而地方貴族又趁勢而起。朝廷“國司”（地方最高長官）

的徵稅權，常被地方貴族取代。朝廷和地方封建的衝突對立，戰亂頻

發，武家勢力登場。武家本指為朝廷“公家”執勤的武士，以勤王為己

任，原不一定為貴族，後成為軍事貴族。平清盛（1118~1181 年）政權，

是武家政治的開端，源賴朝（1147~1199 年）的鐮倉幕府，為武家政治

的定型。後有足立氏的室町幕府，德川氏的江戶幕府，直到 1867 年大

政奉還，武家統治日本七百年間之久。 

                                                  
226 王鐵鈞：《日本學研究史識：25 史巡禮》。 
227 宮崎市定：《亞洲史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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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重建秦漢式國家，日本律令制卻演變為“公武二元政治”。江

戶時制定“武家諸法度”，規範武士的道德和行為，如忠誠、禮節、信

義、廉恥、武勇、名譽和克己，大多源自儒家倫理，並無“武士道”的

概念。甲午戰爭後，歐美開始關心日本，新渡戶稻造（1862~1933 年）

留學美歐，被老師問及日本何以無宗教，何以進行道德教育，聯繫歐洲

騎士精神，他將日本信仰解說為“武士道”，1900 年其英文書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在美國出版，稱之為日本的固有信仰，來源之一是孔

子的五倫。此書聞名歐美，日俄戰爭後的 1908 年才出版日文版。228 變

質儒家倫理的日本武士道，蛻變為軍國主義。江戶時的幕藩體系，概

念來自周代封建，幕府即執政大將軍，藩主為地方貴族的大名，大名

的家臣稱藩士。中國郡縣和封建之辯，為日本學界所熟知。頼山陽

（1781~1832 年）仿司馬遷著《日本外史》總結說，鐮倉幕府以來的日

本政治文化，類似中國的先秦封建，其思想影響到明治的“尊皇攘夷”

“廢藩置縣”，從先秦封建再復原天皇集權和郡縣制。日本近代君主立

憲，仿效西方的憲政民主，藩閥政治卻遺留長久。直到戰後，自民黨一

黨執政，派閥政治沿襲了藩閥，政治家多世襲，後來的安倍首相和麻生

副首相也如此。 

明朝（1368~1640 年）與室町幕府（1336~1573 年），清朝與江戶

幕府（1603~1867 年）大部重合。室町幕府的 237 年，中間有一個南北

朝。1369 年，明太祖致書日本國王，命其管制倭寇，否則興兵討伐。

此人並非天皇，而是北九洲的懷良親王。懷良在蒙古來襲的歷史，拒絕

了太祖，趙秩出使解除誤會，懷良遣僧如姚來朝。《明史》存其漢文上

書，太祖“得表慍甚，終鑒於蒙古之轍，不加兵也。”229 1392 年，足

                                                  
228 新渡戶稻造：《武士道》。 
229《明史·列傳第 210·外國·日本》。其表文如下：“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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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義滿統一南北朝，1401 年派遣明使船，建文和永樂兩次封其為日本

國王，義滿表文稱“日本國王臣源”。朱彝尊的《明詩綜》存日本人答

里麻《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

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

陽春。” 

1401~1547 年的 150 年，遣明使共 17 次 84 艘船，利用東北季風渡

海寧波。正使由五山禪僧擔任，有策彥周良（1501~1579 年）的筆記實

證。230 寧波之亂後，周防國（山口）的大內義隆主導遣明使。日本效

宋的五山十刹，建鎌倉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官寺，五山僧人精通漢學，對

引進中國思想、佛法和書畫貢獻很大。世界和平大會（1956 年）評之

為文化名人的雪舟等楊（1420~1506 年），乘第四次遣明使船 1467 年來

中國，其書畫為唐宋風格，阿育王寺等寧波山水畫作，尤為精品。雪舟

成為一代宗師，其在世時已獲好評，詩人徐璉在《送雪舟歸國詩並序》

中寫道：“家住蓬萊弱水邊，風姿瀟灑出塵寰。久聞詞賦超方外，剩有

丹青落世間。鷲嶺千層飛錫去，鯨波萬里踏杯還。懸知別後相思處，月

在中天雲在山。”後因日本內亂，大內氏身死國滅（1551 年），遣明

使和勘合貿易隨之結束。嘉靖年間（1522~1566 年）倭寇興起，走私貿

易代替了官方貿易和文化往來。 

                                                                                                                                                  
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

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

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臣聞天朝

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

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

作小邦之差。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

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230 朱麗麗：《行觀中國 — 日本使節眼中的明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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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 年，德川家康建江戶幕府，頭銜是“征夷大將軍”，施政以

確定日本中心的華夷秩序為本。他本人習漢學，熟讀論語等經典，崇敬

中國聖賢，以朱子的三綱五常，培養忠君思想。除了朱子學，日本儒家

還有古學和陽明學。1633 年為防止基督教擴張，實行鎖國政策，拒絕

與英、西、葡貿易，只保留四個口岸，長崎對荷蘭和中國，薩摩對琉球，

蝦夷對北海道。通過長崎貿易，瞭解清朝國情，一直到鴉片戰爭。 

當時的日本，市場經濟發達，在士農工商的四民意識下，商人無倫

理地位。18 世紀，商家出身的石田梅岩（1685~1744 年）從孟子的盡心

知性，知性知天之說而倡“心學”，稱知天為學問之始，知天則事理自

明，行為的基礎是性，遵循性而動之心即我心，從這個我心出發，經商

行為和士農工並無差別。他以“忠太郎”、“私二郎”和“我三郎”為

喻，立了這個我心的“私二郎”也即“忠太郎”，公私一致在於樹立這

個我心。美國學者貝拉指出，其提倡簡樸生活，稱致富為天命奉公，肯

定商人的倫理地位，與韋伯的新教倫理類似，奠定了日本的“資本主義

精神”。231 另一方面，德川初期已有脫中傾向，1636 年，發行寛永通

寶，1670 年，禁用中國的渡來銭，1685 年，廢止唐的宣明曆（862 年）

改用大和曆。國學家本居宣長（1730~1801 年）提倡“漢意唐心”轉向

大和心，代表了這種傾向。 

明清之際，遺民多流亡日本。1635 年旅日中國人達六萬，長崎就

有一萬人。朱舜水（1600~1682 年）為南明乞師失敗而滯留，水戶藩主

德川光國以國師待之，講學終老。舜水有《避地日本感賦》一詩云：“漢

土西看白日昏，傷心胡虜據中原。衣冠雖有先朝制，東海幡然認故國。”

黃宗羲有《乞師日本記》和《避地賦》，全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

曰：“乙丑（順治六年）公（宗羲）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

                                                  
231 貝拉：《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no_hk2022-2-pdf/



 57

得請”。梁任公指此說有誤。順治六年宗羲已歸鄉，不可能東渡。《避

地賦》所述之事，為甲申年（順治元年），南明福王立，阮大鋮當國，

陷害東林復社，宗羲為其所必得，故亡命並遊歷東京。馮侍郎東渡乞師

在其後。232 據研究，當時來日求“援明抗清”者共有七次之多。233 

日本儒學者稱明清更替為“華夷變態”。林春齋（1618~1680 年）

和其子林鳳岡（1645~1732 年）輯《華夷變態》35 卷，以“唐船風說”

為基礎，記錄了 1644~1717 年中國世態，序文曰：“傾間，吳鄭檄各省，

有恢復之舉，其勝敗不可知焉。”234 1623 年鄭芝龍居長崎，娶田川松

氏為妻，即鄭成功之母。鄭氏為武裝海商，南明弘光朝曾封芝龍為南安

伯。1646 年他一度降清，清軍進攻安平時，其妻未及逃離自縊身亡，

從此鄭成功成為抗清領袖，其故事被日本編為“淨瑠璃說唱”流傳。康

熙年間日本始稱唯有德者得天下，清祖功德，不遜漢祖唐宗，云云。18

世紀時，日本學界有過“百王一姓”和“易姓革命”優劣之爭。皇道派

認為，日本國常立尊，百王一姓，具有優越性。中國為堯舜設教之國，

但篡弑為常，不以為恥。儒學者則認為，天皇的百王一姓，無非勢之使

然。勢也者，協天意服民心所生。中國的易姓革命，只是順天命而已。235 

清代中國和日本，除了長崎口岸，還有北方的山丹貿易。山丹指外

東北及庫頁島，其與北海道松前藩的貿易稱山丹貿易。有名的是“蝦夷

錦”，即清朝官服的雲龍錦緞。松前藩將其上貢幕府，取名“蝦夷

錦”，掩蓋其來自中國北方。清朝和庫頁島的關係，如魏源所言：“庫

                                                  
232 梁啟超：〈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辨〉，《飲冰室合集》第 5 冊，文集之。 
233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 
234 郑壁仁：〈德川儒学思想における明清交替〉，《北海道大学论集》2012。 
235 陶德民：〈18 世紀懷德堂的學術與政治思想 — 以五井蘭洲的百王一姓論為線索〉，

徐洪興等編：《東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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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內附，歲貢貂皮，設姓長鄉長子弟以統之。”236 島民進貢貂皮，有

時也到北京。1859 年，愛輝條約後，包括庫頁島的百萬公里的領土割

讓沙俄，山丹貿易隨之終結。1873 年，庫頁島人最後一次朝貢，後被

沙俄所阻，臣屬關係斷絕。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佔領一部和全部庫頁島，

二戰後期被蘇聯全部奪去。 

近代以前的日本政治文化，在與中國的密切關聯中展開，不斷引進

中國制度。倭五王時，接受南朝冊封，7 世紀得律令制以唐制度為底本。

因其傳統的氏族聯盟制約，中央集權的律令制變形為“公武二元政

治”。頼山陽總結说，武家政治和幕藩體制，類似先秦封建。賴肖爾

指出，日本的政治發展在不斷地引進中國，其貴族封建卻類似歐洲，故

易效法歐洲的民族國家。從引進中國到脫亞入歐，有一個曲折複雜的過

程。江戶幕府堅持華夷秩序，在黑船來襲之際亂了陣腳，簽訂一系列不

平等條約。從“尊皇攘夷”到“倒幕維新”，實現“大政奉還”和“廢

藩置縣”，其口號和精神來自水戶學，即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鴉片戰

爭之後，林則徐輯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國圖志》，也被維新派人

物如吉田松陰和佐久間象山所利用。可以說，日本成功的脫亞入歐，以

其成功的引進中國為基礎。岡田的“反中國”之論，沿襲內藤湖南所批

判的江戶國學家，為一種民族主義的歷史意識。他自稱客觀史學，不加

入價值判斷，歷史只是搞清事實，道德的或功利的價值判斷，只對歷史

當事人有意義而無普遍性，但其史學充滿非歷史的價值判斷。 

 

7.半島國家的文化認同，新清史的滿族性無法解釋 

 

朝鮮和中國的歷史淵源深厚。岡田的非漢史觀，稱朝鮮一直為中國
                                                  
236 魏源：〈聖武記敘〉，《魏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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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滿清又非中國，如此說來，清代和朝鮮關係無法解釋。满清進

中國而中國之，當政後即和朝鮮重建冊封朝貢，一方面示其為中國正

統，一方面朝鮮可接受。李氏朝鮮五百年和平，只有一次萬曆朝鮮戰爭，

清之後的復原朝貢秩序，非滿族性可為之。 

19 世紀末，日本轉型民族國家，甲午一戰清朝敗落，馬關條約第

一款即涉朝鮮：“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

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

廢絕。”高宗參拜宗廟，誓言割斷從屬清朝之念。1897 年，高宗稱帝，

1905 年，日韓保護協定，1910 年，日韓合併條約，文明進步的條約體

制之下，朝鮮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文化世界和近代民族國家體系之

區別，以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最為經典。 

古朝鮮為箕子之國。箕子走之朝鮮，帶去耕織和禮義教化，半島曾

將箕子和孔子並稱“二聖”。237 箕子是紂王叔父，朝周時作“麥秀之

詩”感傷故國。238 平壤發現過箕田，方正規則；殷商尚白，朝鮮有尚

白之俗。現代政治人物，毀壞箕子塚，否定其存在，誇大 13 世紀構建

的檀君神話，為政治而犧牲歷史。檀君為神話，箕子則史跡猶在，曾為

朝鮮學界所公認：“箕子行九井之制，施八條之教，推道馴俗，化夷為

華，是亦天地之心也”。239 

漢武帝設漢四郡，樂浪郡存 420 年，其地來自中國的官商農士的人

口眾多，著名的有山東王氏，今平壤樂浪區，存漢墓二千餘座。所謂樂

                                                  
237《東國史略》：“箕子率中國五千人，避地朝鮮，遂都平壤。”（劉順利：《朝鮮

半島漢學史》） 
238《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

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239 洪直弼（1776~1852 年）《梅山集》。（引自山內弘一：〈19 世紀前半期朝鮮王朝

的小中華意識及王權論〉，徐洪興等編：《東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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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文化，實質上即中國漢代文化的应用，包括文學和詩歌。半島三國時

代，中原和各國為冊封朝貢關係。12 世紀的《三國史記》將三國的立

國時間，推至西元前，或非史實。百濟、新羅、和日本的王權，皆形成

在 4 世紀，中原氏族的遷徙和文化引進，推動了周邊的國家形成。唐代

時，太宗和高宗，先後征伐高句麗和百濟，663 年，日本將軍率四百余

戰船援百濟，白村江一戰，被唐軍用火箭油瓢火攻，日軍被殲。唐一度

直接統治，後得到一個教訓，軍事行動可以摧毀一個政權，卻無法征服

其民心，673 年唐軍撤離。240 新羅統一三國，設國學，習經典，派遣留

唐生，新羅十賢之一的薛聰創造吏讀，以新羅語，訓解六經，促進了南

北語言和思想的統一。 

崔致遠（857~？）12 歲入唐留學，有《桂苑筆耕》存世，半島漢

文學的開山祖，其詩收入《全唐詩》，其文《檄黃巢書》有句“不唯天

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據說黃巢讀至此，驚

慌不已，墮落床下。241 9 世紀後，統一新羅衰敗，分裂為後三國，王建

（877~943 年）再次統一半島，933 年朝貢後唐，獲封高麗國王。有學

者稱半島的“事大外交”為一種平衡外交智慧，將新羅和高句麗對比論

之，似有不妥。242 高句麗原在遼東立國，等同一個中國北方政權，其

民族和語言與新羅不同。243 

《明史》錄朝鮮史曰：“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始

為燕人衛滿所據，漢武帝平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

有扶餘人高氏據其地，改國號曰高麗，又曰高句麗，居平壤，即樂浪也。

                                                  
240 王貞平：《多極亞洲中的唐朝》。 
241 李家源：《韓國漢文學史》。 
242 邵毅平：《朝鮮半島 — 地緣環境的挑戰和應戰》。 
243 宮崎市定：〈三韓時期的位級制〉，《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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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為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兼併新羅、百濟地，徙居

松嶽，曰東京，而以平壤為西京。其國北鄰契丹，西則女直，南曰日本。

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嶺為界。明興，王高麗者

王顓。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賜璽書。二年送還其國流人。顓表賀，貢方

物，且請封。帝遣符璽郎偰斯，齎詔及金印誥文封顓為高麗國王，賜曆

及錦綺……（洪武 25 年）冬，成桂聞皇太子薨，遣使表慰，並請更國

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244 

趙翼評《明史》：“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

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

明史之完善者。”245《明史》的朝鮮之錄，確實言簡意賅，不過“國號

曰高麗，又曰高句麗”有些混亂，高句麗源起遼東，曾居平壤而已。王

建的高麗國（912~1392 年），與高句麗無繼承關係，其地一部為高句

麗舊地，沿襲而成其國名。王建的祖先來自開城，一說有李唐血統。高

麗以儒教治國，王族和世族聯姻，其政治文化有類日本的貴族體制。新

羅舊有“韓骨兩班”之說，所謂王族為第一骨，貴族為第二骨。246 高

麗時代則建文班和武班之制，發展為李氏朝鮮的兩班制，其政治文化以

世族和官僚為主體，如正三品以上為堂上官，三品以下為堂下官。貴族

可世襲，非貴族靠科舉和軍功，與日本的不納科舉有別。其國王之下設

議政府，領議相當於中國的宰相，六曹和中國的六部相同。其他如州府

郡縣官制、官品也仿效中國，稱呼不同而已。 

“王高麗者王顓”者，即 31 代恭湣王（1351~1374 年在位）。蒙

元時高麗為元的屬國，世代通婚，王顓的曾祖母為忽必烈之女，他在順

                                                  
244《明史·列傳第 208·外國·朝鮮》。 
245 趙翼：《廿二史劄記》。 
246 金富軾：《三國史記》第 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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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處當過宿衛，蒙古名伯顏帖木兒，王妃也是蒙古公主。元順帝北逃後，

明太祖賜書王顓，王顓立即停用元朝年號，奉表進賀。1369 年，太祖

遣偰斯出使，冊封其為高麗國王：“諮爾高麗國王王顓：世守朝鮮，紹

前王之令緒；恪遵華夏，為東土之名藩。今遣使齎印，仍封爾為高麗王，

凡儀制服用許從本俗。”247 世守朝鮮，恪遵華夏云云，絕無殖民其地

的想法。同年高麗使者來朝，“言俗無城郭，雖有甲兵而侍衛不嚴，有

居室而無聽政之所，王專好釋氏。”太祖告之：“古人有言，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若戎事不脩祀事不備，其何以為國乎。今胡運既終，沙塞之

民非一時可統，而朕兵未至遼瀋，其間或有狂暴者出，不為中國患恐為

高麗之擾。況倭奴出入海盜十有餘年，王之虛實豈不周知。皆不可不慮

也。”248 從語氣和內容來看，他以朝鮮為自己人，擔心其國家安全。 

在出使人選上，太祖似頗費苦心。符璽郎為身邊秘書，偰斯者，本

為高昌回紇人，自唐以來為摩尼教世家，歐陽玄有《高昌偰氏家傳》云，

偰氏，偉兀兒也，其先為墩欲谷，國亂，其地盡為以回紇所有，子孫遂

相回紇。偉兀者，回紇之轉音。蒙古的偰輦河的偰字，為其族漢姓。偰

斯的祖上，為元大將哈喇普華，其父偰文質曾任廣德太守。高昌偰氏，

陳垣考證甚詳，可惜只限元代，未涉及元末明初的偰斯。249 1367 年，

偰斯時任嘉定知州，歸附朱元璋，嘉定靠江近海，與高麗有海上往來。

回紇族的背景，熟悉海外事務，故選偰斯出使。偰斯後來知泰安河間府，

戶部尚書和吏部尚書，以年老致仕。 

恭湣王的諡號是太祖所封。王顓改革朝政，得罪了世族和親元派，

且宮中混亂，被侍衛所弑，其子王禑（一說辛旽之子）即位。1388 年，

                                                  
247《太祖實錄》第 44 卷。 
248《太祖實錄》第 46 卷。 
249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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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設鐵嶺衛，收回遼東之地，劃界鴨綠江。王禑卻命李成桂攻遼，李

氏從威化島班師，迫王禑退位，另立其子王昌，次年又廢王昌，立宗室

王瑤。1392 年，李成桂自己當國，即建立李氏朝鮮（1392~1910 年）。

他按舊例遣使上表明太祖，述廢立理由，大意是，恭湣王薨逝，辛旽子

禑主國事，欲興師犯遼東，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禑負罪遜位，請王

妃擇立宗親，王瑤權國事，亦復昏迷不法。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

心夙皆歸附，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

安小國之民，云云。太祖指示禮部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

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

可遽信。爾禮部移文諭之，從其自為聲教，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妥東夷

之民，不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250 顯然，對李氏代高麗

一事，太祖懷疑其正當性，故言順天道合人心而已。 

國名朝鮮為明太祖所定。1392 年，禮部問“國更何號，星馳來報”。

李成桂上表云：“欽蒙聖慈許臣權知國事，仍問國號，臣與國人感喜尤

切。臣竊思惟，有國立號誠非小臣所敢擅便。謹將朝鮮和寧等號聞達天

聰，伏望取自聖裁。”太祖答復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

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1393 年，改國號為朝鮮，遷都漢陽，建

宮室、城池、宗廟。李成桂的名義為“權知朝鮮國事”，而非國王。李

氏曾乞賜誥命，太祖曰：“其來文關請印信誥命，未可輕與。朝鮮限山

隔海，天造地設，東夷之邦也，風殊俗異。朕若賜與印信誥命，令彼臣

妾，鬼神監見，無乃貪之甚歟。”還是懷疑其正當性。到 1403 年李朝

太宗時，永樂冊封其為朝鮮國王，賜誥命和印信，了結一段故事。1402

年，朝鮮繪製了“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圖中的中國和朝鮮，面積

比實際面積大，日本卻比實際面積小，且在朝鮮南部。荷蘭人哈梅爾在

                                                  
250《太祖實錄》第 22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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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漂流記中說，朝鮮人認為，世界只有 12 個國家，皆中國藩屬。251 李

氏朝鮮 27 代，傳國 500 年，世宗李祹（1418~1450 年在位）最為興盛，

並創造了諺文。他在教諭中稱：“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師於我邦，遂

其不臣之志也。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華，迨今二千餘祀。惟箕子之

教是賴。”252 明清交替到 18 世紀，朝鮮依然用明的年號，並設大報壇，

祭祀對其有再造之恩的萬曆，合祭太祖和崇禎。 

明初鄭和下西洋，朝貢貿易連結世界，中國成“世界的中國”。太

祖的不征之策，有對蒙古的反思，其設立衛所，主要對付北方威脅。永

樂在懷來閱兵，請各國觀禮，目的一致。253 史稱太祖嗜殺，治官甚嚴，

對女真卻仁厚優待，滿清得勢之後諱言。孟森指出：“太祖以前為明之

屬夷，受明之恩遇獨厚……明之惠於屬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為最厚。

清世盡諱之，於清史料中固不見其事，於明史料中雖見，而清修明史務

盡沒之。至今日始大發現，而以餘為發現最多。”254 女真部落曾被世

宗打擊，得到明廷的保護。255 女真各部南遷後，前後設立了建州三衛，

在撫順開馬市貿易，明廷協調其與朝鮮的關係。1449 年土木堡之變，

英宗被俘，軍隊潰敗，建州女真漸生反叛之心，朝鮮協助明軍抑制女真

叛亂，曾有殘酷殺戮。建州左衛的董山屢次犯邊，被明軍所殺，董山的

三子錫寶齊，錫寶齊之子福滿，福滿四子覺昌安，覺昌安四子塔克世，

塔克世長子即努爾哈赤。1575 年，李成梁攻破反叛者山寨，縱容殺戮，

覺昌安和塔克世被誤殺，成努爾哈赤反明的契機。 

                                                  
251 朱京哲：《深藍帝國 — 海洋爭霸的時代 1400~1900》。 
252 劉順利：《朝鮮半島漢學史》第 1 編。 
253 1421 年永樂遷都北京，便著手重修運河，疏通漕運，以解決軍需和安定北方。這似

比海上貿易更重要。正是這一點，使明代錯過了歷史機遇。（黃仁宇：《明代的漕運》） 
254 孟森：《清史講義》。 
255《明史·朝鮮傳》：“裪為李氏英主，頗迫脅女真，女真屢訴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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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 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1592 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而“圖

朝鮮，窺視中華”，16 萬遠征軍侵朝，挑戰中國秩序。明軍援朝參戰，

豐臣軍隊不得不退到釜山議和，明封其為日本國王，未許割讓朝鮮領

土。1597 年，豐臣第二次侵朝，明廷再次出兵，秀吉急死而戰爭結束。

六年的戰爭，明和朝鮮大傷元氣，女真得以擴張。1616 年努爾哈赤建

國，國號為金。1618 年發佈七大恨，薩爾滸之戰大敗明軍。256 明從興

起到衰亡，有一個積累過程。257 明中後期，皇室荒唐，宗藩和官場腐

敗。258 張居正的改革，只在 1572~1582 年的十年得實效，張氏之後，

朝政再度混亂。學界有 17 世紀危機之說，認為當時的歐洲出現過危機，

經濟衰退，穀物減少，並發生資產階級革命。也有研究稱 1640 年代，

全球氣候異常。在同一時期，中國也發生了一系列危機，西北旱災，東

南水患，李自成起義，經濟和貿易衰退。如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1638

年一位官員說，最近從中國來了一批貨，馬尼拉商人頗感安慰，過去的

兩年沒有貨船來。墨西哥運來的白銀也很少，他們擔心中國人不會再來

貿易。259 明廷的危機，為滿清提供了機遇，1625 年，其定都瀋陽，1626

                                                  
256 黃仁宇：〈1619 年的遼東戰役〉，《萬曆十五年》增訂紀念本。 
257 吳承明用安徽歙縣史料，述 15~17 世紀的社會變化。弘治年間（1488~1505）是自然

經濟，“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正德（1506~1521）

和嘉靖（1522~1566）年間始重商輕農，“則稍異矣，出賈既多，田土不重，操資交捷，

起落不常。”隆慶年間（1567~1572）社會分化為“末富居多，本富居少”，到萬曆 37

年（1609 年）則“貧者既不能致富，少者反可以制多。”（吳承明：〈16~17 世紀的

中國市場〉，《吳承明集》） 
258“太祖有 26 子 16 女，嘉靖年間晉府的慶成王有 70 子，宗藩祿廩佔國家歲供的很大

部分，歲供京師糧食不過四百萬石，宗藩祿米則達八百五十萬石”。（朱東潤：《張

居正大傳》） 
259 艾維泗 Willion S. Atwell：〈1635~1644 年間白銀輸入中國的另一種考察〉，袁飛譯，

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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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努爾哈赤死，皇太極繼位後稱帝。皇太極稱匹夫可為天子，但有人請

立郊壇之事，他卻不敢遂行，答曰不知天意如何。260 到 1644 年，清室

遷到北京，順治才於同年“冬至，大祀天於圜丘。”通過一個中國式的

祭天儀式，被日本稱為“韃靼順治大王”者成了中國皇帝。 

新清史將清的成功，特別是蒙古、新疆、西藏納入版圖，歸結於非

漢的“滿族性”。從清和朝鮮的關係來看，滿族性就難以解釋。朝鮮世

代以中華正統自居，輕蔑女真，1636 年皇太極兵臨城下，不得已而簽

訂盟約，奉清之正朔，但臣民之間仍將其看作胡亂，有寧死不屈的朝鮮

士人，內部用崇禎年號，改當年的“朝天”為“事大”，承認清為“大”

而非“天”。261 清初，李朝為其過去的輕蔑付出代價，使團一年多達

13 次，貢品貴重，雍正後得寬免。清承傳統舊制，朝鮮承認其為中國，

朝貢一直到近代。僅就這一點而言，絕非所謂“滿洲性”可為之。

1636~1894 年的 258 年間，朝鮮朝貢 903 次，每年派三個使團，賀元旦

（正朝）、皇帝生日（聖節）、太子生日（千秋），此外還有冬至使團、

年貢使團。262 日本曾以韃靼稱滿清，康熙之後的世態變化，如鄭成功

之孫奏舍在臺灣被拘，在北京得康熙赦免之類，日本始稱大清國號。 

新清史的滿洲性，另一個論據是滿文。清初重國語騎射，八旗官員

用滿文，漢官文書需譯為滿文，以滿文發佈公文，故滿洲性為清代成功

的關鍵。263 此論更似是而非。努爾哈赤通滿、漢和蒙語，要求親貴學

                                                  
260《清史稿》第 1 卷。 
261 山內弘一：〈19 世紀前半期朝鮮王朝的小中華意識及王權論〉，徐洪興等編：《東

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 
262 全海宗：〈清代中朝朝貢關係考〉，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 
263 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觀清朝：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6 年 11 月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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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漢文和歷史。清和朝鮮等周邊往來，也使用漢字，示其為中國正統。

康熙深通古典，冬至必前去圜丘祈天，破例向孔子牌位行叩頭禮，他欽

定的百家姓，孔姓被排在首位。雍正寫了大量朱批，其個性和思想以《雍

正朱批諭旨》傳世，他曾明確地說，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

於元，而極盛於我朝。264 乾隆的詩文隨處可見，他還在北京國子監建

辟雍宮，承襲“辟雍泮水”古制。1779 年，朝廷重繪《滿洲實錄》，

上滿中漢下蒙三體文字，乾隆題詩密存。265 滿族官員用滿文奏事，或

有保密之意，不信任漢官，稱其積性柔弱，沽名釣譽，但難以成為因“滿

族性”而成功的論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奏摺 15.8 萬件，康熙朝漢文

奏摺三千，滿文八百，雍正朝漢文奏摺 2.2 萬，滿文八百，乾隆朝漢文

奏摺 5.9 萬，滿文 70 件而已，嘉慶道光乃至同治之後，滿文奏摺不斷

減少。266 滿族姓氏也發生變化，其氏族通譜有 646 個滿族姓，乾隆時

已流行冠漢姓，與古代北方民族一樣，如瓜爾佳氏冠關，馬佳氏冠馬，

富察氏冠富，那拉氏冠那，鈕祜祿氏冠郎。乾隆批評說，滿洲和蒙古有

姓氏，歷年既久多有棄本姓沿漢習者。如鈕鈷祿氏冠為郎姓，即使指上

一字為稱，亦當曰牛，豈可直呼為郎同於漢姓乎？姓氏者乃滿洲之根本

甚為緊要。今若不整飭，因循之久，必將各本姓遺忘不復有知者。267 乾

隆擔憂的事還是發生了，滿族老姓漸被遺忘。 

在中國概念之下，漢和非漢（non-Han），中國性和滿族性（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從來不是對立的。“清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

服王朝，而它成功的關鍵無疑在於，早期滿族統治者，制定了徹底系統

                                                  
264 宮崎市定：〈雍正皇帝〉，《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下卷。 
265 佟永功：《滿語文與滿文檔案研究》。 
266 莊吉發：《清朝奏摺制度》。 
267 王鍾翰：《清史滿族史講義稿》第 3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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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漢化的政策。清代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研究文化吸收的複雜進程的個

案，它塑造了我們對於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內在力量的認知”。268 何

氏的所謂漢化，不是漢族化，而是中國文化。清和遼金元一樣，進中國

而中國之，其先人已熟知中國文化，主政後或存其舊俗，如強迫漢族剃

髮易服，或改其部落性，如旗主議政制轉型中國的集權國家，建立其為

中國正統的目的則一也。漢族士人曾拒絕其科舉，後維護大清的又多漢

族士人。清末危亡之際，保中國而不保大清的革命，非單純排滿。滿族

性如繼承祖先的勇武精神，鴉片戰爭時英軍攻打乍浦，八旗軍頑強抵

抗，令英國人吃驚云云。269 而鎮壓太平軍時，漢族士大夫為大清而戰，

一樣毫不含糊。漢和非漢的兩分法，難以解釋多元一體的中國。清朝中

國的正統化，來自認同中國文化，其後世的腐敗無能，引發推翻帝制

的革命，不意味著否定清為中國。 

清朝與琉球、朝鮮、安南、暹羅、菲律賓、尼泊爾、緬甸等保持冊

封朝貢和貿易關係，朝鮮和琉球最頻繁。270 歐洲工業革命和大航海，

開始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不論議會民主如英國，還是王國如西葡，皆

為資本主義新文明的強者，朝貢體系逐漸瓦解。1793 年，馬嘎爾尼來

京，要求簽通商條約被乾隆拒絕，其副使斯當東的著述，將清代中國描

繪為靠棍棒統治的國家，折射出 18~19 世紀的中國形象，已由伏爾泰筆

下的文明，演變為斯當東筆下的野蠻專制。271 甲午戰後結束中國和朝

鮮的屬國關係，標誌著朝貢體系的終結，也標誌著東亞世界的解體。 

 
                                                  
268 何炳棣：“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朝在中國歷史

上的重要性），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7 年第 2 期。 
269 柯嬌燕：《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 
270 康燦雄 David C. Kang：《西方之前的東亞：朝貢貿易五百年》。 
271 史景遷：《大汗之國 — 西方眼中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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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漢字文化在東亞共用，不可迴避的他者 

 

1492 年哥倫布之後，歐洲的語言和文字，開始自己的全球擴張。

在此之前的文字傳播，驅動在讀寫能力和文化威望，如東亞的漢字，此

後則是武力和商業優勢。1519 年，墨西哥皇帝蒙特祖瑪，與科爾蒂斯

的會面，阿茲特克語被西班牙語取代。皇帝把偽裝的侵略者，看作回歸

的神明，1521 年其古老文明被殖民者毀滅。272 漢字在東亞的普及，與

此完全不同。 

漢字非單純的象形和表意，而是音形義的統一，每個字可獨立使

用，表音文字則句式長，表意含混，遇到同音字便不知所云。日語中遇

到同音字，也要用漢字來解釋。明治時代，有主張以假名或羅馬字，取

代“失敗民族”的漢字。五四時的錢玄同，主張漢字拉丁化。日本的國

學家，曾認為漢字為“日語的不幸”，曾印製假名書籍，忘卻了承載

“漢”文化體系的漢字，使日本得以形成書面語言的歷史，漢字為“不

可迴避的他者”。273 如西嶋所言，漢字文化的要素，主要以漢字為媒

介，以儒家為思想倫理，以律令制為法政體制，以大乘佛教為宗教的共

同價值。274 

漢字發源中原河洛，殷商時已成熟，其演變史不少假説。275 1899

年發現甲骨文，很多已得到辨識。夏代或有文字，二里頭遺址的陶器，

有一些刻畫符號，或为夏遺存。岡田“非漢”史觀，連漢字也非漢，說

                                                  
272 尼古拉斯·奧斯特勒：《世界語言史》第 2 部分。 
273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迴避的他者》。 
274 西嶋定生：《日本歷史的國際環境》。 
275 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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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發源自泰語系的、長江下游的夏人，想像力過於豐富。276 殷商的

甲骨文和金文一脈相承，發展到戰國時的各種字體，秦統一文字為小

篆，字形尚有圖畫的傾向。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以小篆書寫，將

隸變之後的字形，與甲骨文金文連結一起。 

漢字為中國的發明，是東亞的國際文字。平岡武夫感歎說：“人類

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最多人使用的，是漢字；最廣大地域使用的文字，

是漢字；被使用最久的文字，是漢字；表現最多種語言的文字，是漢字；

蘊藏書籍最豐富的文字，也是漢字！”277 看似複雜笨重的漢字，千餘

年來為東亞所共通，衍生出日本的假名，越南的字喃，新羅的吏讀。世

宗的諺文為獨創，其原理為象形，或仿古代篆書，一說來自太極或易經。 

漢字和古埃及文有某種相似，始於象形，造字圖特（Thoth）和倉

頡，多次遭外族入侵，但二者的結局不同。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

阿拉伯人統治埃及，征服者的文字得到普及。鮮卑、蒙古、滿清曾統治

中國一部或全部，漢字卻沒有被取代。278 前 522 年，波斯人給埃及帶

來阿拉姆語，前 332 年，亞歷山大開启地中海希臘化，希臘語成為國際

語，如同後世的英語。279 羅馬人征服之後，埃及進入希臘和羅馬的混

合時代。西元 394 年，查士丁尼關閉埃菲萊島神廟，結束了其使用形象

文字的歷史，埃及文融入希臘字母。280 7 世紀，埃及普及阿拉伯語，成

為伊斯蘭國家，古埃及文成考古對象，商博良在 1822 年辨識了一些符

號。281 人類最古的文字，或為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前 3000 年已發達，

                                                  
276 岡田英弘：《中國文明的歷史：非漢中心史觀的構建》。 
277 錢存訓：《書於竹帛》。 
278 約翰·曼：《改變西方世界的 26 個字母》。 
279 尼古拉斯·奧斯特勒：《世界語言史》第 2 部分。 
280 尼古拉斯·奧斯特勒：《世界語言史》第 2 部分。 
281 尼古拉斯·奧斯特勒：《世界語言史》第 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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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和表音一體，但很早退出了歷史。282 西亞為表音文字的故鄉。源

於古埃及文的腓尼基字母，衍生出希伯來、阿拉伯、希臘、拉丁等字母，

並流傳到東方世界，突厥文、粟特文、佉盧文源自阿拉米和婆羅米字

母。8~15 世紀，回鶻文借粟特文創制，流行於吐魯番和中亞地區。契

丹製造過表音字，未能流傳。蒙古文借回鶻文製造，老滿文借蒙古文製

造。這些文字皆無法取代漢字。 

朝鮮語和日語，屬粘著語，動詞置於句尾，初無文字。漢字很早進

入朝鮮，有出土齊燕的貨幣銘文為證。漢武之後，漢字為官方文字，普

及上層社會。朝鮮漢字遺存眾多，如刀劍的秦篆銘文，西漢的銅器和瓦

當、刻石、簡冊、碑文，其士人的漢文知識與中原無異。中國的“博士”

官，先秦既有。至秦，博士有定員，諸子百家、詞賦、術數、方伎，皆

立博士，至漢武專立五經博士，王國維曾考證之。283 4 世紀始，百濟也

設儒學博士。375 年，博士高興著漢文百濟史，可惜已失傳。平壤漢墓，

發現竹木簡牘，有《論語》等書冊，和中國的漢墓簡牘相似。284 唐代

百濟，“其書籍有五經子史，有表疏並依中華之法。”285 新羅以漢字

為書面文字，吏讀的創造，有利於漢字的普及。韓國出土的木簡多 6~8

世紀百濟新羅之物。 

千餘年來的漢字文化，留下大量文獻，文學如《箜篌引》、《黃鳥

歌》，具漢代風格。高麗國時，則以唐的韓柳之文、李杜之詩為皈依。

晚唐詩人顧雲有詩贈崔致遠，稱其“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

國。”崔氏歸國後，正值統一新羅衰敗，有詩云：“秋風唯苦吟，舉世

                                                  
282 Jared Diamond: Guns , Germs, and Steel 日語版。 
283 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王國維學術經典》下卷。 
284 陸錫興：《漢字傳播史》。 
285《唐書·東夷列傳·百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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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燈前萬里心。”286 1278 年，忽必烈見高麗王時

說，“朕不識字粗人，爾識字精細人。”287 近代以後，半島一度漢字

和諺文並用，形同現在的日本。二戰之後，南北朝鮮採取了相似的政

策，使用朝韓文而放棄漢字。因同音字易混亂，一度在人名、地名及碑

銘用漢字。非漢字化可能導致歷史的斷裂，無法通曉自身的歷史。半

島和越南一樣，殖民主義的衝擊，民族主義的反應，歸結為放棄漢字，

或曰命運使然，但若謂此為漢字文化的終結，為時尚早。 

高句麗國亡，語言成了死語，遺民靺鞨人遷內地，武則天封其首領

為震國公，玄宗封其子大祚榮為渤海郡王。渤海國二百餘年（698~926

年），漢字為官方文字，其與日本交往，存有漢字國書。288 有學者研

究高句麗古碑的三、七等字，有“密”、“難”的註音，與日語讀音相

同。白桂思考《三國史記》中高句麗地名，重構其發音，發現與日語相

似，二者又和扶餘語有淵源，稱發現了日語的大陸親戚。289 有一個假

設說，一個語言相近的族群，原在渤海周邊，後一支遷遼東，成扶餘

和高句麗，一支越海成倭，支持日語的北方起源說。南方起源說則認

為，日語屬南島語族，和菲律賓語、馬來語、臺灣原住民語等有淵源。

另有研究指出，和稻作有關的日語，和印度泰米爾語（Tamil）有淵源，

泰米爾是一個古老民族，其中達羅毗荼人是印度河文明的主人。290 

日本有“徐福賚書說”，謂徐福求五帝三王遺書，始皇悉數予之，

秦火之後，古典存於日本。徐福或帶去漢字，卻無證據。彌生陶器上只

有個別漢字，如伊都國史館藏的陶壺，刻有一個“竟”字，時間在西元
                                                  
286 李家源：《韓國文學史》。 
287《元史·世祖本紀》。 
288 堀敏一：第 4 章〈渤海與日本之間國書〉，《隋唐帝國與東亞》。 
289 Christopher I. Beckwith：Koguryo: 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 
290 大野晋：《日本語の源流を求め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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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291 2016 年，在伊都國之都的福岡井原遺址，出土了硯臺破片，

斷代為彌生後期（前 1 世紀~西元 2 世紀），為渡來人用品。292 西元

57 年漢光武帝所賜“漢委奴國王”印，江戶時在九州的志賀島出土，

為日本最早發現的漢字。其他如銅鏡、貨幣和兵器也有漢字銘文。《日

本書紀》稱應神 15 年（284 年），百濟王遣阿直岐（一說即阿知使主）

貢馬，應神天皇請薦可讀經典者，阿直岐推薦了王仁。285 年，王仁博

士（和邇吉師 Wanikishi）渡來日本，帶來《千字文》和《論語》，為中

國古典進入日本的最早記錄。293《千字文》成書在 6 世紀，不可能 3 世

紀傳去日本，或為識字之書的附會。所傳之書或為簡牘，日本發現的簡

牘近 40 萬枚，平城京出土 7 世紀木簡，其中有《論語》和《千字文》，

木簡形式和朝鮮半島相似。294 中國簡牘和紙共用時代，在 3~4 世紀，

日本則在 7~8 世紀。王仁傳書一事，朝韓史無記載，1970 年代，韓國

發現王仁為日本的文化老師，遂紀念不絕。據日本史籍，王仁為山東樂

浪王氏，自稱漢高祖後裔，高句麗兼併樂浪時，王氏一族遷徙百濟。到

478 年，倭王上表南朝宋，已使用典雅的漢文。295 

隋唐之後，大量古籍流入日本。891 年，仿中國的經籍誌，藤原佐

世輯漢籍目錄，錄漢籍 1580 部，1.7 萬餘卷。吉備真備按照漢字部首，

創造片假名，空海創造平假名。假名便於下層社會的讀寫，上層士人多

                                                  
291 陳福康：《日本漢文學史》。 
292〈國内最古級の硯九州で出土〉，《読売新聞》2016 年 3 月 2 日。 
293《日本書紀》：“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於

輕阪上廄。因以阿直岐令掌飼……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

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仍徵王仁也。十六年

春二月，王仁來之。” 
294 市大树：《飛鳥の木簡》。 
295《宋書·列傳第 57·夷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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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使用漢文。隋唐到南宋，六百餘年，漢學為日本主要的學問。701

年，首次祭孔，祭孔文頗為古雅。日本這個國號，何時正式使用，眾說

紛紜，其中之一為 701 年大寶律令說。從倭到日本的改變，是漢字文化

成熟的標誌。 

710 年，漢詩集《懷風藻》問世，為中國之外最早的漢詩集，與和

歌集《萬葉集》並列。其中存唐僧釋辯正《在唐憶本鄉》一詩：“日邊

瞻日本，雲裡望長安。遠遊勞遠國，長恨苦長安”。其人小傳曰：“辯

正法師，俗姓秦氏，遣學唐國，遇李隆基龍潛之日，以善圍棋，屢見賞

遇。”296 釋辯正俗姓秦氏，當為秦氏族後裔。日本“六國史”（六種

史書）的體列，多仿《史記》《漢書》，天皇為“紀”從“本紀”，有

列傳和各朝實錄。中國禮制語言中，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日本禮制語言，天皇曰崩禦，太子和大臣曰薨

禦，親王和三位以上曰薨去。正三位大伴家持（718~785 年）去世，史

書上用了一個死字，未用薨，據說因其參與過政治陰謀。297 依隋唐以

來的傳統，歷代天皇皆有“實錄”。2014 年出版的《昭和天皇實錄》

（全 19 卷），花費了 25 年編篡成書。為了向公眾解釋何謂實錄，學者

們不得不從司馬遷和中國傳統談起。298 

江戶時代，和中國一樣，四書為士民必讀書。林羅山（1585~1657

年）師從藤原惺窩（1561~1619 年）研究朱子學，據說讀書過目不忘，

被藤原薦給德川，成為其身邊智囊，輔佐了德川家四代將軍。他仿效朱

熹的《資治通鑒綱目》，著有日本的《本朝綱鑒》。1630 年，幕府將

東京上野的宅地賜林羅山辦“儒學塾”，並建立了孔子廟。1690 年，

                                                  
296 陳福康：《日本漢文學史》。 
297 遠藤慶太：《六國史》。 
298 半藤一利、保阪正康、御厨贵、磯田道史：《昭和天皇実録の謎を解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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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廟移到神田湯島，並建立了講堂，因“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299 

儒學塾又名“昌平阪”或“昌平阪學問所”，後成為正式的官學機構，

制定學規和官職，為國立東京大學的來源之一。各地設立的藩校，以古

典、四書五經為主，輔以劍道和武術，藩士子弟必須修習，考試不合格

者，廢其藩士資格。最初的藩校為 1669 年的岡山學校，18 世紀後，藩

校普及全國，著名的有會津藩的日新館，長州藩的明倫館，中津藩的進

修館，佐賀藩的弘道館，熊本藩的時習館，薩摩藩的造士館，從其名

稱可知其漢字程度。薩摩和長州等藩的教育最顯赫，為倒幕維新培養了

人才。 

經漫長的漢字侵染，日本簡化和製造了不少漢字詞彙。“國”和

“黨”被簡化為国和党，社會、經濟、政治、勞動等詞彙，乃至腺體的

等醫學詞，為翻譯西學所製造。清末民初大量“和製漢字”倒流中國，

顯示漢字的開放共用和發展性。岡田據此認為，中國近代放棄了漢字體

系，發展出以日制漢語為基礎的、共通的溝通體系，這是現代漢語的起

源。明治三十年間，製造了日本式的文體和詞彙，這種新漢語在中國

得到普及。日本化的中文白話文，在 1918 年魯迅的《狂人日記》中誕

生。非漢史觀之下，漢字的發展被如此極端化，總之中國傳統斷絕，被

日本所取代。300 

美軍佔領時，當局者謂漢字太難，影響識字率和民主化，主張廢止

漢字。調查結果表明，當時日本人識（漢）字率高達 98％，漢字不影

響識字率。1946 年，日本公佈 1850 個字的“當用漢字表”，1981 年又

公佈“常用漢字表”，漢字使用規範化和法制化。在非中國地區，日本

成唯一法定使用漢字的國家。地名和人名用漢字，也存在一些有趣的異

                                                  
299《史記·孔子世家》。 
300 岡田英弘：《中國文明的歷史：非漢中心史觀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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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字，如秋田縣一地名，把“男老”二字合為一字，謂之“爺”，製造

原理和“姥”字相對應。301 近年來，和製漢字再次倒流中國，職場、

人氣、達人、完勝、完敗、直擊等比比皆是。按日語發音的漢字，如豆

腐（tofu）和津波（tsunami）成了英語。漢字成為日語和日本文化的一

部分。302 或曰漢字不如表音文字，缺乏抽象力和哲學。近代以來，中

日科學家多精通古典。如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1907~1981

年）自述學問淵源，父祖皆為漢家學，幼年五六歲閱讀四書五經，喜

愛考古、書畫、圍棋，漢字不影響其物理學思維。 

 

9.結語：中國文化精神的現代意義 

 

本文以周邊的中國視角，對東亞世界的中國文化，作了一個粗略的

考察。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任何敘事和解釋，都不可能完全。筆者的

描述，至多是一些零星的碎片。而搜集和描述，都有某種選擇，需要某

種理論假設支撐，這篇文字始於前面引述的南懷瑾之説，東亞文化本質

上是中國文化。 

與歐洲文化源流不同，東亞的文化源頭在中國，在漫長歷史時間

中，形成了一個共通文化的世界，奠定走向現代的根基。這種文化是歷

史的，也可以是現代的。明治維新以中國文化為經，西方文明為緯，而

成其壯盛局面，對西方文明的引進，乃至所謂日本模式，以其引進中國

文化為基礎，並形成自己的文化，從而在現代化路徑和形式上，顯示出

不同於歐美的許多特點，甚至被稱為日本社會主義。303 

                                                  
301 笹原宏之：《日本の漢字》。 
302 小駒勝美：《漢字は日本語である》。 
303 黃曉京：《方法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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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中國的民族和文化，在歷史中不

斷地疊加積累，形同一個“雙螺旋結構”，製造出有生命的主體，文化

屬性常超越民族屬性。牟宗三所說中國的“精神實體”，以其開放普世

的文化，成就了這個世界，歷史精神的客體化。304 與地中海文化和近

代殖民主義的自他之別不同，中國文化因其普適性，被東亞世界主動引

進，而非因殖民地或軍事霸權，與西方歷史全然不同。305 

內藤湖南說，日本依賴中國形成自己的文化；西嶋定生說，中國和

周邊為一個完整獨立的東亞世界，文化要素皆源自中國；宮崎市定認

為，主導東亞的是中國，其內部的變化向周邊擴散，形成重大影響。這

些立論是實證的。如宮崎的“七支刀之謎”一書，將其漢字銘文和“稻

荷鐵刀”的銘文關聯考證，重構了 5 世紀的東亞世界。306 岡田、杉山

的蒙古時代說，近年來的新清史，以擺脫中國為取向，或推重遊牧民或

非漢因素，置換有生命的文化主體，難以解釋兩個主體的複雜變化，也

無法把握東亞世界的形成和構造。307 

這個複雜變化的共同體，在華夷對立和融合中形成。中國~東夷的

互動，為東亞世界的原型。中國為百姓之國，天下也即百姓。姓氏制度

起源中國，規範了基本的家庭和社會倫理。4 世紀之後，中國南北分裂

三百餘年，中原民族向南方和東北方遷徙，姓氏制度，也隨之普及擴散

周邊，為 4 世紀新羅、百濟、日本的王權的形成提供了社會和文化基

礎。秦氏族為一個獨特的個案，從傳說的徐福，到 3~4 世紀秦氏族的

遷徙日本，秦氏族和日本的淵源延續幾百年，其歷史地位在日本氏姓制
                                                  
304 狄爾泰：《歷史中的意義》。 
305 費正清：〈一種初步的構想〉，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 
306 宮崎市定：《謎の七支刀：五世紀の東アジアと日本》。中文版《謎一般的七支刀 — 

5 世紀的東亞與日本》。 
307 杉山正明：《遊牧民族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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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體現，為日本的祖形之一。古代的這些交往大多通過海上實現，為

15~18 世紀亞洲朝貢貿易體系的前因，中國文化絕非和海洋隔絕，“海

上帝國”的明清時代也只是繼承古代。308 

中國的上天和祖先崇拜，以及禮法制度，為一種樸素信仰，而非所

謂的巫王或“乞雨巫師”，現代性的“祛魅”之說似是而非。中國的宮

殿、宗廟和百姓之社，被周邊吸納，融入其原生的超自然信仰，形成共

通的非一神教信仰體系。日本的神社，源出百姓氏神之社。原生超自然

神和渡來的祖神崇拜，凝結為伊勢神宮。近代皇道派，將大和民族和天

皇神化，成為軍國主義的思想來源。日本的氏族聯盟國家，出現在 3~4

世紀，與中原移民密切相關；三百餘年的南北分裂，隋唐重建了秦漢國

家，唐的律令為日本律令制的底本；不是岡田的“反中國”而是引進中

國的結果。杉山稱唐代“瞬間大帝國”，唐的意義非止領土而已。309 日

本律令制變形為“公武二元政治”，乃至武家政治和幕藩體制，被頼山

陽釋為先秦封建。東亞共通文化形成於唐宋，前者指制度和文物，後者

指儒學和思想，為日本學界普遍認可，甚至說唐宋文化之於東亞世界，

猶如羅馬法王君臨歐洲。310 

朝鮮半島和中國的所謂宗藩關係，歸結於對文化的認同，反而是西

方文明的條約體制，使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李氏朝鮮五百年和平，只

有一次萬曆朝鮮戰爭，明清更替之後，滿清進中國而中國之，恢復冊封

朝貢關係，示其為中國正統，絕非新清史的“滿族性”可以為之。漢字

為古老文字，其命運與古埃及文字不同，一直未被征服者的文字所取

                                                  
308 上田清：《海與帝國：明清時代》。 
309 杉山正明：《馳騁草原的征服者：遼西夏金元》。 
310 内山昌之、古田博司：〈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東アジア共通文化論の軌跡〉，日韓歴

史共同研究委員会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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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並傳播到語言不同的民族，成為東亞共通的書寫和文化載體。朝韓

等國的放棄漢字，造成其自己的文化斷裂，而日本的漢字倒流中國，體

現漢字的開放性和發展性。 

一切歷史皆為現代史。岡田、杉山的蒙古時代說及新清史，將民族

和文化主體倒置，元和清的疆域和民族非漢，也即非中國，中國分裂為

蒙古的，滿清的，還有新疆和西藏的，或許最符合其歷史邏輯。秦漢統

一之後，各朝代的民族和疆域不斷變化，但作為文化單位的中國，文化

主體常超越疆域和民族，元和清皆以漢唐繼承者自居，而得到其“作為

中國”的合法性。 

討論東亞的中國文化，多為過去式，且有特殊性，其現代意義何

在？從古代到近現代，厚今薄古，厚古薄今，爭論不休。文化是特殊的，

所以所謂文化科學，還沒有達到自然科學那樣的普遍性，但特殊的文

化，也可以推導出一般的概括。 

周邊的中國文化，是其自由和多元的本質所決定，它本來是百姓的

文化，並非因為支配者的目的而擴散。從氏族、民族到國家的王權，不

能代替這個文化主體。“歷史的主題是各國人民和人類的生活”，這是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最後一章，在描述了那段歷史之後，批評了

上帝及其被選人的歷史註定的舊史觀，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權力，都無

法決定歷史。311 文化的東亞普及，沒有註定的目的性，不是由於某種

支配力，不論農耕和養馬，還是禮儀和生活方式，都是自由發生的擴散。

在這一點上，與柄谷指出的古希臘愛奧尼亞的 Isonomia（含義為“平

等”或“民治”，“自由”或“非支配”）相近，作為一種移民文化，

無支配之制後來被雅典發源的 democracy（多數人支配）取代了，柄谷

                                                  
311 列夫·托爾斯泰：〈尾声·第二部〉，《戰爭與和平》第 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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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它可能存在超越雅典式民主制的要素。312 中國氏族的周邊的遷

移，和他們的祖先活動在華夷之間一樣，將自己的文化擴散東亞各地，

但並未完全切斷傳統。 

這個過程是和平的。東亞世界的形成，與西方帝國的征服不同。近

代全球化“火槍與賬簿”，歐洲的軍事和商業，建立起延續今日的世界

體系，中國在其權力的壓制下，在幾百年之後重啟現代。中國的現代其

實有一個自己的起源，如從民間貿易發展而來的朝貢貿易，以“利與天

下公之”的原則，建立了亞洲起源的國際網絡。“有了這個以中國為中

心的朝貢體系，東亞世界各國之間在近代以前發生的衝突，無論是從數

量還是規模來說，都遠遠少於同期的歐洲、中亞、西亞等地區。”313“歐

洲的戰亂頻仍和日本和中國的長和平對比鮮明。”314 

中國文化不是排他的，具有普適性。如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的道德律一樣，非排他性的文化，容易被周邊所接納。在農耕時代，各

種耕作技術、養殖、釀酒，以及相關的禮儀制度，被周邊效法，適者用

之。“世界史的歐美”認定，自己的價值有統治世界的使命，百餘年前，

強勢的文明東漸，使衰敗的中國陷入戰亂和內亂。至今西方武裝的民主

主義，給後發國家帶來災難，比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岡田說 1895 年

甲午戰爭，使得中國傳統斷絕，被日本版的西方文明取代了。當年的日

本效法西方，戰爭崛起，顯然難以長久，中國也沒有被強勢文明所取代。

不過，從那個時代起，中國文化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幾乎一無是處。進

步的可能倒退，衰落的可以再生。在中國發展之後，可能才有機會重新

審視自己，文化也可能獲得以新的形式再生的機遇。 

                                                  
312 柄谷行人：《哲學的起源》。 
313 李伯重：《火槍與賬簿》。 
314 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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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世界史如同日出日落，中國為歷史的起點，

德意志為終點，歷史在一條線上發展，由世界史的西方來終結。牟宗三

指出：“歐洲有其主體的自由，而未必能得其全體之諧和……在某時代

某原則取得領導地位（比如今日歐美取得領導地位），但雖領導，而未

必合理，未必是福，亦不能識終局與定局……世界歷史有一決定之東

方，有一決定之起點，而此亦即是決定之終點。黑氏之圓圈，西方之發

展，終必因東方之自覺與發展而回到此起點。”315 是否如此，是一個

歷史發展的課題。黑格爾之後，歷史哲學有不少流派，其中之一是回歸

康德和馬克思，揚棄國家，或超越民族國家。316 歐美領導的體系，進

入一個動盪年代，沒有造成全體的諧和，加大了社會分化，危機和失序，

難以實現康德所說的永久和平。這個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的體系，絕非歷

史的終結形態，其結構性的重組正在發生。317 其背後的歷史邏輯，有

待新的認知。從中國文化周邊擴大的歷史，或許可以找到一種超越的路

徑，而以黑格爾以來的“歷史終結”為前提的中國研究，常會變為“缺

乏歷史的哲學思辨。”318 

 

 

                                                  
315 牟宗三：《歷史哲學》第 1 部第 3 節。 
316 赫伯特·施奈德爾巴赫：《黑格爾之後的歷史哲學》。 
317 世界經濟論壇：《2018 年全球風險報告》，第 13 版。 
318 格魯內爾：《歷史哲學：批判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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