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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從歷史看現實(4)：「中國」概念的涵義及其在近世東亞的轉化

壹、講授內容摘要：

1、引言

1:1 誰的「中國」？什麼意義下的「中國」？

01 人民的中國或是統治者的中國：莫那能（1956-）：〈燃燒〉，收入：《美麗的稻

穗》（台中：晨星出版社，1991），頁 38：

啊！中國！

你是人民的名字？

還是政權的名字？你是被壓迫者的名字？

還是壓迫者的名字？

無數小溪匯成巨大的聲音，

它叫大河。

無數民族匯成巨大的聲音，

它叫中國。

我是少數民族的ㄧ支，

我是人民，

我是小溪，

有了我，

才有中國。

02 想像的中國或是現實的中國：鍾逸人（1921-）：《辛酸六十年》（台北：自由

時代出版社，1988），頁 207：

我們這些小伙子一聚，話題便不離「落後貧困的祖國」，「戰爭下的『蕃薯』」

和「改姓名問題的困擾」。每次都議論到口沫橫飛、非到深夜不散。我們都

一致堅決表示永不改姓換名。對「祖國」，大家雖然都很迷惘，但對日人的

刻意醜化都極表反感。此時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幅不同形象的美麗「祖

國」。

1:2 「中國」作為中國的「自我形象」：文化與政治的合一

01 「天下」與「國家」的區別：顧炎武（亭林，1613-1682）：《原抄本日知錄》

（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卷 17，頁 379。



52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

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中華帝國政治秩序中的「家」與「國家」：

參看：尾形勇：《中國古代の「家」と國家：皇帝支配下の秩序構造》（東京：

岩波書店，1979，1991），張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1)從皇帝到一般庶民的所有的人，雖然有貴賤、貧富、大小的差別，都被

組成性質上相同的各個「家」。（中譯本，頁 310）

(2)「君」和各個「臣」，都以各自的「家」「出身」，而在「公」的場合登場。

在「家」以擬制的形式，被廢棄的場合，結合為「君臣關係」。（中譯本，

頁 320）

(3)以受「家人之禮」這一家族秩序制約的「私」場合的「家的世界」為基

礎，在其上部轟立著被「君臣之禮」秩序化的「公」場合的「君臣」世

界。（中譯本，頁 320）

∴「家族國家觀」的批判與帝國「秩序構造」的提出。

02 作為文化中心的「中國」：黃遵憲（1848-1905）：《日本國志》〈鄰交志〉：

余則謂：天下萬國，聲名文物莫中國先。歐人名為亞細亞，意譯為朝，謂如

朝日之始升也。其實環中國而居者，多蠻夷戎狄，未足以稱鄰國。中國之云，

本以對中國之荒服編徼言之。因襲日久，施之於今日，外國亦無足怪，觀孟

子舜東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貶辭，亦可知華非必尊辭矣。余考我國古一

來統，故無國名。國名者，對鄰國之言也。然徵之經籍，凡對他族則約華夏。

傳曰夷不亂華。又曰諸夏親暱。我之禹域九州，實以華夏之稱為最古。

03 作為文化中心的「中國」：《戰國策》〈趙策〉：

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

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

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

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2、古代中國的「中國」概念之涵義：

2:1 古代文明中「神聖空間」與「世俗空間」之區分及其聯繫

01 「中國」作為古文明中宗教意義下的宇宙之中心：Mircea Eliade 著，楊儒賓

譯：《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頁 3-4：

1. 古人所認識的實在，乃是摹仿上天原型的一種功能。

2. 參與「中心之象徵」後，實在乃得展示出來，亦即：城市、寺廟、家屋

等唯有與「世界的中心」合一後，才能變為真實。

3. 最後，儀式及重要的世俗行事所以能獲得意義，及體現其意義，乃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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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小心翼翼，重複諸神、英雄、和先祖們在創始之際所設定的行為。我

們勾勒出這些事實，將作為古代存有論研究與詮釋的基礎。

頁 9：

「中心」的象徵體系如下：

1. 聖山――天地交會之處――位於世界中心。

2. 所有的寺廟與宮殿――擴而充之，所有的聖城與王居――皆是聖山，因

此也都是中心。

3. 聖城、寺廟等乃是宇宙之軸，為天、地、地下三界交會之點。

2:2 作為地理範圍的「中國」

01 中國與「四方」相對而言：《毛詩》〈大雅‧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

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

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02 中國與「五方」文化互異：《禮記》〈王制〉：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

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

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

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

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

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

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2:3 作為政治領域的「中國」

01 傳統中國政權之 “Cosmic legitimation”：《尚書》〈周書‧梓材〉：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

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

永保民。

02 作為政治領域的「中國」：《毛詩》〈大雅‧桑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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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

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 至今為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

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為謀為毖，亂

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溯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

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

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

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

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

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

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2:4 作為文化中心的「中國」

01 「中國」作為道德正確者之居所：《周禮》〈秋官司寇第五〉：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

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邢，上愿糾恭。以圜土聚教罷民，凡

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

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

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

三日坐，基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

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

告於上而罪其長。

02 「中國」有「正道」：《春秋‧穀梁傳》〈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春

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

襲利，謂之盜。

2:5 作為世界中央之宇宙樹概念的「中國」

01 《尚書‧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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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申命羲叔，

宅南交，平秩南訛。…分命和仲，宅西，曰「味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

川，肆覲東后。…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

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

02 《何尊》（西周成王之器）：「宅茲中或（國）」

03 《尚書‧召誥》：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

其自時中乂。

04 《周禮‧地官司徒》：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

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

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

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05 《逸周書‧度邑第四十四》：

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室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

求，繹相我不難，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

塗，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無遠天室，其名茲曰

度邑。」

06 《逸周書‧作雒第四十八》：

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

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為

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

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

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市，

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

王皆與食。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

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

苴以白茅，以為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

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

旅楹、舂常、畫旅、內階、玄階、隄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

07 《呂氏春秋‧有始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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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

也。（《山海經》所言「都廣」、「壽麻」等木亦然，皆是位於世界之中央的宇

宙樹概念）

3、近世日本世界觀中「中國」涵義的重構：

3:1 作為德川日本之「他者」的「中國」

德川（1600-1868）日本朱子學派儒者山崎闇齋（1619-1682）與門生的對話（原

念齋：《先哲叢談》（江戶：慶元堂、擁萬堂，文化 13 年〔1816〕），卷 3，頁 4，

下半頁-頁 5，上半頁。）：

〔山崎闇齋〕常問群弟子約：「方今彼邦，以孔子為大將，孟子為副將，牽數萬

騎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

所為，願聞其說。」曰：「不幸關逢此厄，則吾黨身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而

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3:2 「他者」與「自我」的辯證

01 「中國」＝日本 vs. 中國＝「外朝」：山鹿素行（名高興、高佑，1622-1685）：

《中朝事實》，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42），

第 13 卷，上冊，頁 226：

愚生 中華〔指日本而言〕文明之土，未知其美，專嗜外朝之經典，嘐嘐慕

其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喪志乎？抑好奇乎？將尚異乎？夫 中國〔指日

本而言〕之水土，卓爾於萬邦，而人物京秀於八紘，故 神明之洋洋，聖治

之緜緜，煥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

02 本朝（日本）＝「中國」：山鹿素行：《中朝事實》，頁 234：

本朝為中國之謂也，先是 天照大神於天上，曰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然曰

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然乃中國之稱自往古既有此也。凡人物之生成，一日

未曾不襲水土，故生成平易之土者，稟平易之氣，而性情自平易也。生成險

難之土者，稟嶮難之氣，而性情堪危險，豈唯人而已乎？鳥獸草木亦然。是

所以五方之民皆有性而異其俗也。蓋中，有天之中，有地之中，有水土人物

之中，有時宜之中，故外朝有服于中土之說，迦維有天地之中也言，耶蘇亦

曰得天中。愚按：天地之所運，四時之所交，得其中，則風雨寒暑之會不偏，

故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稱中國，萬邦之眾唯 本朝得其中，而 本朝神

代，既有天御中主尊，二神建國中柱，則 本朝之為中國，天地自然之勢也。

03 「吾國」＝《春秋》之道：淺見絅齋（1652-1711）：〈中國辨〉，收入：《山崎

闇齋學派》（東京：岩波書店，1982 年日本思想大系版），頁 418：

若以生其國而以其國為主、以他國為客見之，各應有從其國所立之稱號。學

道，乃學實理當然也。吾國知《春秋》之道，則吾國即主也。若以吾國為主，

成天下大一統，由吾國見他國，則是孔子之旨也。不知此而讀唐書，成崇拜

讀唐書者，此特由唐來眺望以映照日本，總是諂媚彼方，唯以夷狄理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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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違背孔子《春秋》之旨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從日本以立春秋之旨也，是

則所謂善學《春秋》者也。今讀《春秋》而曰日本為夷狄，非《春秋》害儒

者，係不能善讀《春秋》者害《春秋》也，是則謂之為膠柱鼓瑟之學，全不

知窮理之方者也。

04 「吾國」與天地共生而不待他國之體：淺見絅齋：〈中國辨〉，頁 416：

中國、夷狄之名，儒書由來已久。因吾國儒書盛行，讀儒書者，以唐為中國，

以吾國為夷狄，尤有甚者，以吾生夷狄而悔泣者有之，此如何之甚，失讀儒

書者之樣，而不知名分大義之實，可悲之至也。夫天，包含地外；地，往而

無所不載，然各有其土地風俗之限，各有一分之天下而互無尊卑貴賤之別。

唐之土地，有九州之分，自上古以來風氣自然相開，言語風俗相通，自成其

天下也。其四方之鄰，居風俗不通之處，各國自為異形異風。近九州者，需

有通譯之因，由唐視之，自然視為邊土之鄰，此即以九州為中國，以外圍為

夷狄之由來。不知此而見儒書，稱外國為夷狄，以諸萬國皆思為夷狄，全不

知吾國固和天地共生而無待他國之體，甚謬也。（原日文）

05 「天」無「中國」「夷狄」之別：佐藤一齋（1772-1859）：《言志錄》，收入：

《佐藤一齋‧大塩中齋》（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227：

茫茫宇宙，此道只是一貫。從人視之，有中國，有夷狄。從天視之，無中國，

無夷狄。中國有秉彝之性，夷狄亦有秉彝之性。中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夷狄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中國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

夷狄亦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天寧有厚薄愛憎於其間，所以此道只

是一貫。

06 「中國」＝日本：錢鍾書（字默存，號槐聚，1910-1998）：《管錐篇》（四），

收入：《錢鍾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頁 591-592：

張問陶《船山詩草》卷九《博望驛》：「河源萬里費搜求，千古爭傳博望侯；

使者近從西域返，崑崙還是水東頭。」此皆所謂「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

東家」或「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爾（參觀《淮南子．齊俗訓》、《論衡．四

諱》篇、邵博《聞見後錄》卷一又王鞏《聞見近錄》記宋仁宗語）。〔齊藤謙〕

《拙堂文話》卷七又云：「我邦神聖繼統，別成一天下，其曰「中國」，謂我

邦中土也。近人稍知，「倭奴」、「大東」之非，改曰「皇和」，是亦效西土，

未盡善也」；則如法顯《佛國記》稱印度為「中國」而以中國為邊地，古希

臘、羅馬、亞剌伯人著書各以本土為世界中心。家鉉翁《則堂集》卷一《中

齋記》、卷三《中菴說》所謂：「中有定名而無定位」，「隨地而各不同」也（參

觀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八家鉉翁《題〈中州詩集〉後》，集失收）。

07 「日本」國的起源與「韓の問題」：藤貞幹（1732-97）：《衝口發》 vs. 本居

宣長（1730-1801）：《鉗狂人》，收入：鷲尾順敬編：《日本思想鬥爭史料》（東

京：名著刊行會，1970），第 4 卷。

參看：子安宣邦：《方法としての江戶》（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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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としての江戶〉，頁 7-32。

4、近代臺灣世界觀中的「中國」：

4:1 「政治中國」與臺灣的互動：從天朝屬地到割讓 → 離心力

01 丁紹儀（字杏舲）：《東瀛識略》，卷四，〈營制屯隘〉：

臺灣在海外，中國一彈丸地耳。而設總兵以下官一百餘員、水陸兵一萬四千

餘名，歲需俸餉二十六萬餘兩；更有眷米、加餉等項，共銀十餘萬兩。規制

如是之嚴密、經費如是之繁鉅、賞賚如是之優渥不稍憚煩靳惜者，蓋以地雖

褊遠，實為東南數省藩籬，臺灣安則數省俱安。且使內地之兵更班分戍，三

年一易，籌慮尤為深密。

02 丁紹儀：《東瀛識略》，卷六，〈番社番俗〉：

雍正十年以後，臺地屢經變亂，從未有生番為害調兵征勦之舉，番情衰弱可

知。…七年春，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函咨閩督，謂生番雖非法律能繩，而其

地究屬中國，…

03 丘逢甲（1864-1912）：〈春愁〉：

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

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

04 朱昭陽（1903-）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選述：《朱昭陽回憶錄》（台北：

前衛出版社，1994），頁 91-92：

日本戰敗投降，臺灣「光復」，臺灣人到處張燈結彩，舞龍舞獅，欣喜若狂

地慶祝，以為從此回歸「祖國」，不必再受歧視，不會再被壓迫，而成為國

家的主人翁了。當時，我們旅日的臺灣人也都歸心似箭，天天都在等待回臺

的遣送船，希望盡快回到自己的故鄉。當我們踏上故鄉的泥土的時候，就如

遠離家園的遊子，投入慈母的懷抱，這種心靈的感受，可能不是局外人所能

體會得出來的。

可是，當「祖國」真的君臨時，整個情形變了，臺灣人把中國當「祖國」，

可是「祖國」未必把臺灣人當同胞。所謂「光復」，只是去了一個有效率、

重法紀的異族近代化的殖民統治者，來了一個貪污枉法、同族的封建式殖民

統治者。於是，臺灣人雀躍的心情低沉了，希望落空了，臺灣人的命運只有

更加悲慘了。

4:2 「文化中國」與臺灣的互動：從炎黃子孫到「棄地遺民」 → 向心力

01 李春生（1813-1924）：《東遊六十四日隨筆》（福州：美華書局，1896），

頁 51：

惟是新恩雖厚，舊義難忘。予雖忝為棄地遺民，自願改妝入籍，然此等慘目

傷心之景，在他人興高采烈，務期爭先快睹，獨予則任慫恿，終是不忍躬親

一視，以免重興賈子之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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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章炳麟（太炎，1869-1936）：〈臺灣通史序〉（1927），收入：《章氏叢書

三編‧太炎文錄續編》，卷 2，下：

偉哉！鄭延平之啟臺灣也，以不毛之地，新造之國，而抗強胡百萬之眾，至

於今遂為海中奧區焉。余昔者聞其風烈，以為必有遺民舊德在也，直富有票

舉兵，余與其人多往復，為有司所牽，遯而至臺灣。臺灣隸日本已七年矣，

猶以鄭氏舊事，不敢外視之。逾十年，漢土光復。又十四年，遺民連雅堂以

所作臺灣通史見示。臺灣故國也，其於中國，視朝鮮安南為親，志其事者，

不視以郡縣，而視以封建之國，故署約通史，蓋華陽國志之例也。

03 連橫（1878-1936）：〈與林子超先生書〉，《雅堂文集》（台灣文獻叢刊），

頁 127：

臺灣固中國版圖，一旦捐棄，遂成隔絕。橫為桑梓之故，忍垢偷生，收拾墜

緒。成書數種，次第刊行。亦欲為此棄地遺民，稍留未滅之文獻耳。

04 張深切（1904-1965.11.8）在日據時代的剃髮經驗：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台北：文經社，1998），卷 1，頁 84。

在要剃髮當兒，我們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

未能盡節，今日剃頭受日本教育，權做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

再留髮以報祖宗之靈。跪拜後，仍跪著候剪，母親不忍下手，還是父親比較

勇敢，橫著心腸，咬牙切齒，抓起我的辮子，使勁地付之并州一剪，我感覺

腦袋一輕，知道髮已離頭，哇地一聲哭了，如喪考妣地哭得很慘。

05 對「文化中國」的想像：葉榮鍾（1900-1956）、作家吳濁流（1900-1976）、

醫生兼作家吳新榮（1906-1967），在大陸經商的吳三連（1899-1988）。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

˙吳濁流：《臺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報系，1991）。

˙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戰前）》（台北：遠景出版社，1981）。

˙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戰後）》，吳新榮五子取名為「夏統」。

˙張良澤：《四十五自述》（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

˙「唐山山長長」（彭明敏兒時回憶）

˙楊肇嘉（1891-1976）：《楊肇嘉回憶錄（一）》（台北：三民書局，1977）。

˙葉榮鐘（1900-1956）：《小屋大車集》（臺中：中央書局，1977）。

˙鍾逸人（1921-）：《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

（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6）。

06 「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區分：現任總統府資政吳澧培專訪，《聯合

報》，2004 年 11 月 9 日，A6 版：

吳澧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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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中國，誰能否認台灣和中國有很深的血緣、很強的歷史和文化關

係？但談政治是另一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是政治的中國，是今天全世

界唯一以武力威脅台灣存在的國家，對持台獨理念的人來講，它是政治上的

外國。

所謂「去中國化」，是說不要一天到晚以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台灣和

中國是「同一個國家」，我們絕不接受。台灣的文化像美國，是多族群、移

民的文化，我的理念就是大鎔爐，這大鎔爐是台灣自己的東西，包括中國來

的也是台灣的東西。

5、結論

5:1 邁向 21 世紀「中國」的重建之諸方案：

01 〈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收入：《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台北：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1994），頁 47-48：

(1)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的涵義有所不同。中

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

將成為其轄下的ㄧ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

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

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2)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國暫時處於分裂之狀態，由兩個

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

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02 臺灣教授協會，1993 年 12 月 10 日，發表〈兩國共治，和平共存——臺灣人

民對臺灣與中國關係的基本主張〉，刊於《自立晚報》，1993 年 12 月 12 日，

第 14 版：

臺灣數百年來受到異族或同族的外來政權所統治，臺灣近代史是一部臺灣人

民求生存、反壓迫、爭取當家作主的奮鬥史。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臺灣，在中

國國民黨的統治之下，與隔海的中國政權之間的關係，雖然由緊張而趨向緩

和，但基本上國共兩黨皆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以臺灣與中國的「統

一」作為既定目標，易言之，臺灣迄今仍處在被中國併吞的陰影之中。

03 《中共國務院政策白皮書：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轉載於：《中國時報》，

1993 年 9 月 1 日：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爲爭取民

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英勇奮鬥的歷史。臺灣問題

的產生與發展，都與這段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繫。由於種種原因，臺灣迄今尚

處於與大陸分離的狀態。這種狀態一天不結束，中華民族所蒙受的創傷就一

天不能癒合，中國人民爲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鬥爭也一天不會結束。

04 〈李登輝總統在國家統一委員會講話〉，《中國時報》，1998 年 7 月 23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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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版：

雖然未來的中國只有一個，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分治的中國」。中華民國

於一九一二年即已成立，一九四九年之後，雖然播遷臺灣，但中共政權的管

轄權從未及於臺灣。臺灣兩岸分由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統治，是一個不容否

定的客觀事實。

05 許信良：〈以全球主義作為兩岸出路〉，《聯合報》，2004 年 8 月 9 日，A15 版：

中國的統一，如果是像歐盟一樣的全球主義的區域整合概念，我想，即使是

頑強的臺灣民族主義者，也不會有堅強的理由可以反對。因為反對的結果，

即使大陸相應不理，臺灣也將遠遠被拋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浪頭之後，成為名

符其實的亞細亞孤兒。

中國，可以是舊的概念，也可以是新的概念，新概念的中國，就像歐盟一樣，

會是全球主義的另一個經典傑作，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

這樣的中國，只會贏得世界的祝福，而不是恐懼。

這樣的中國，只會讓中國人更感到驕傲，而不必緬懷過去。

當然，這樣的中國只會有一個！

06 〈陳水扁總統 93 年國慶致詞全文〉，《中國時報》，2004 年 10 月 11 日，A13

版：

如果兩岸之間能夠本於善意，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發展、自由選擇」的環境，

未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臺灣與中國之間，將發展任何形式的政

治關係，只要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同意，我們都不排除。

07 歷屆「江八點」中有關「一個中國」定義的論述，《聯合報》，2005 年 1 月 29

日，A2 版：

(1)一週年：中共總理李鵬：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國大陸與台灣尚

未能實現統一，但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擁有對台灣無

可爭辯的主權。

(2)二週年：國台辦主任陳雲林：

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作為中國行政區劃中一個

省的法律地位從未改變。

(3)三週年：副總理錢其琛：

一個中國原則獲得國際社會普遍確認。

(4)四週年：錢其琛：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5)五週年：錢其琛：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意味兩岸雖沒有統一，但都承認中國只有一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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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和主權不容分割。

(6)六週年：錢其琛：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容分割。我們主張的一個中國，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一個中國。

(7)七周年：錢其琛：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容分割。這是海峽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同基點。

(8)八週年：錢其琛：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容分割。

(9)九週年：國務委員唐家璇：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容分割。

(10)十週年：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

儘管兩岸迄今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

就是兩岸關係現狀。

5:2 邁向 21 世紀「中國」研究的新視野：

01 結構的觀點：

˙文化中國

˙地理中國

˙政治中國

02 發展的觀點

˙宇宙論（或宇宙生成論）意義的「中國」

˙空間意義的中國

˙時間意義的中國

03 東亞周邊地域的觀點

˙作為「精神移住地」的「中國」（“China”as spiritual diaspora）

˙作為「想像的共同體」的「中國」（“China”as“imaginedcommunity”）

＊儒學意識

＊歷史意識

參考：Wang Gungwu,“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in Jennifer Ca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 Chinese Since

Wor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1.

Tu Wei-ming ed.,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63

University Press, 1994)

Tu Wei-ming ed.,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貳、參考讀物

1、Wang Gungwu,“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in Jennifer Ca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 Chinese Since
Wor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1.

2、Tu Wei-ming ed.,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Tu Wei-ming ed.,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參、思考問題

1、在數千年的東亞歷史上，「中國」這個詞稱有何涵義？經歷哪些變化？

2、從東亞歷史的視野來看，「中國性」（Chineseness）如何被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