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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〦

口

自195U年代開始 ,環繞著明清以來中國是否歷經現代化 、工業化 (以西方

學者為主 )、 是否進入資本主義階段 (以中國大陸學者為主 )的議題 ,曾經成為

備受喝目研究的焦點 。但在這些討論逐漸沈寂之後 ,隨著 「原始工業化」理論的

提出和應用 ,工業化課題再度以新的討論框架被納入 ,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業

化 (lsUU∼ 185U)》 一書也因此特別值得重視 。近年來 ,許多中國大陸學者已漸

漸嘗試突破舊理論框架的限制 (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階段發展論 ),本書也充分

反映出這一趨勢 。對此 ,宋立中 、范金民給予相當不錯的評價 ,並對李氏取得的

成就讚譽有加 ,包括 :多種理論的應用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舊研究模式的擺脫

等方面 ,而且對本書中更為細部的史料舉證 、推論 、以及假設性的江南工業 「前

巾本文承蒙林兒月 、林拳祿 、邱澎生三位教授與鄉永昌先生 ,以 及匿名審查人提供安女意

見 ,謹此致謝 。
⋯ 國立士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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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議題 ,宋 、范二人也有極為精彩的申論 ,值得參考 。
l

不過 ,本書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部份 ,應該在於以工業化的探討為主線 ,嘗試

以新理論回答舊問題 。這關涉到如何理解理論 、是否進一步實證 、是否以實證結

果回應原來的理論等種種面向 。然而 ,宋 、范二人對這方面的討論並不足夠 。本

文將以此點出發 ,進一步接著深入討論 ,特別是書中著意引用的 「早期工業化」

問題 。此外 ,對於本書部份內容概念的推導 、經濟部門的分劃等 ,本文也將試加

補充 。

一

、內容簡介

本書為作者對 18m年以前江南工業的發展所進行的考察 ;全書針對各工業

部門的商業化 、專業化 、生產規模 、生產組織 、生產技術等議題 ,展開討論 ,接

著探討江南工業發展的能源 、材料等物質環境的決定性因素與勞動力供需 ,以及

因此產生何種發展特點 。最後 ,進一步反省 「資本主義萌芽」的理論瓶頸 ,以期

建立明清時期江南工業發展研究的新模式 。全書章節如下 :

第一章 導論一一 本書題解

第二章 輕工業l-9:紡織業

第三章 輕工業ω :食品業

第四章 輕工業日

印刷業

第五章 重工業(-)

第六章 重工業°

服裝製作業 、日用百貨製造業 、煙草加工業 、造紙業與

工具製造業與建材工業

造舟合業 (附修舟合業 )

第七章 江南早期工業化中的能源與材料問題

第八章 江南早期工業化中的原料輸入與產品輸出問題

第九章 江南早期工業化中的人力資源問題

第十章 節能省材型發展 :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主要特點

第十一章 代結論一一 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 :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前景 ?

1 宋立中、范全民 ,〈 理瀚與女證相結合的一部力著一一評卒伯重 ,《 江南的早期工業化 (1“U
∼185U)》 ),《新史學》 ,第 坨卷第4期 (如U1年 12月 ),頁 193挖U5。



評拳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業化 (l5bU∼ 185U)》 . 161 .

茲將以上十
一

章分為早期工業化理論 、輕重工業 、能源與材料 、市場 、人力

資源 、超輕結構與前景等七項子題述介如下 :

t-9「 早期工業化」理論

本書為作者累積有關明清江南經濟的長期研究後完成的力作 。在質疑以西方

模式為普世規則的研究路徑是否正確的風氣下 ,如何重新檢視明清時期經濟發展

的情況 ,是作者研究的重點 。本書大量吸收西方關於工業發展階段的研究 ,提出

以 「早期工業化」的概念 :取代 「資本主義萌芽論」 ,做為研究明清時期江南工

業發展的理論墓礎 。

歐美學界關於工業化產生的原因與階段眾說紛紜 ,在對近代早期以來歐洲工

業化階段的劃分中 ,由於農村手工業的發展逐漸被視為影響近代工業化的關鍵因

素 ,因而也成為晚近歐洲經濟史研究的重點 。其中 「原始工業化 (ProtU-in● ustH-

aI2ation9」 概念的提出 ,成為解釋近代早期歐洲農村工業化的重要理論 。這一

理論由Frank㏑ F.Mendels2在 1972年提出 ,用以指稱工業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

歐洲的經濟發展 。它包括下列特徵 :I.以面向本地區以外的生產為條件 ;2.是利

用農村農閒勞動力的農村工業 ;3.原始工業化興起時 ,該地區的商業化農業已經

發達 ,勞動者同時由工業與農業中獲得收入 。在此定義下 ,有五個可能的發展假

設 :I.將導致結婚年齡下降 ,促進入口增長 ,增加勞動力供給 :2.商人將農村勞

動產品送到城市進行加工 ,使得城鄉經濟關係更為緊密 :3.原始工業化所產生的

利潤成為工業生產中機器投資的資本來源 ;4.原始工業化教會商人與勞動者相關

技能 ;5.原始工業化為資本主義農業奠定基礎 。因而原始工業化與近代工業化之

間產生必然的因果關係 。(頁 8、 9)

由於 「原始工業化」的概念強調農村工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並適用於

歐洲以外的地區 ,因此印度 、日本的學者紛紛以之為研究當地經濟發展的參照模

式 。但對於此一模式是否適用於研究中國的情況 ,作者持否定的立場 。他認為

「原始工業化」理論強調原始工業化與近代工業化的因果關係 ,並不盡然符合歷

史事實 ,加以這一理論過分強調農村工業的作用 ,也忽視城鎮工業的發展及其與

2 李著中Mendeles(頁 6、 9、 lU、 兒2)應 更正為 Mend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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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工業的關係 ,(頁 ll)因此 ,作者主張代之以 「早期工業化」的觀念 。

「早期工業化」一詞語出 Phyl16Deane3對 工業革命前英國工業發展的研

究 。Deane認為早期工業化與近代工業化有二項差異 :I.早期工業化只影響到

範固有限的國內工業部門 ,而且只出現很少的技術突破 ;2.農業產量 、國內交通

與國際貿易並未與早期工業化同時並進 。(頁 l3)針對Deans 早期工業化的說

法 ,本書作者李伯重主張應該加入另一項特徵 ,亦即將農村工業也納入國內工業

部門 。如此一來 ,早期工業化是近代工業化之前的一個歷史階段 ,即使前者為後

者創造許多必要條件 ,但由於二者本質的差異 ,早期工業化並不必然導致近代工

業化 。 (頁 13)作者認為中國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 ,也與此一概念有相合之

處 。然而過去在 「資本主義萌芽」脈絡下所進行的研究 ,由於理論框架的限制 ,

往往未能擺脫以西歐發展模式研究中國的缺陷 ,加以過分注重生產關係的發展 ,

忽視了對諸如經濟成長方式 、輕重工業的比例等的討論 ,而且對工業所賴以形成

的物質條件研究不足 ,同時又只注意一些主要部門 ,如紡織業 .而忽視其他部門

的研究 ,在諸般問題下 ,作者指出 ,「 早期工業化」的概念正可補足這些缺點 。

以此一觀念研究近代早期中國的經濟發展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地區性的問

題 ,而作者認為明清時期江南的工業發展 ,顯然在中國經濟史中居於特殊而中心

的位置。江南八府一州由太湖與運河水路構成一完整的經濟區 ,而此地早期工業

化的發展 ,與該區的農 、商 、其他產業關係極為密切 ,形成此區發展的優勢。另

外 ,關於江南早期工業化的起迄時間 ,作者認為應是自明代中期 (必5U年 )到

太平夫國前夕 (185U年 )為止 。
4同

時 ,在此一時段內研究江南的工業發展 ,

另外必須注意到所謂 「從事消費資料生產的工業」與 「從事生產資料生產的工

業」之間的分工問題 ,但為便於瞭解 ,作者分別以輕、重工業的名稱代之 ,進行

討論 .

本古將 Phyl︳ 〝Deane誤 植為 Phil沁 Dean、 Pi1°sDean(頁 小6、 兒U)。        ﹉

作者認為以明代 中期為研 究的起點 ,主要是 因為早期工業化要討銷的是 ,整個工業的發展在經
濟 中所佔地位 的 日益重要 。以此衡母 ,依據 學者的研 究 ,明 代 中期是江南經濟加速成長的時
期 ,其 中工業成長具有最重要的地位 ,所以 ,以 此為早期工業化的起點 。而討始的所限止於
18JU年 ,一方面由於太平天國的發生 ,使得江南經濟受到空前的破壞 ;另 外則因為19世把中期
自強運動時期棋仿西方祈建立的工業 ,已局近代工業性質 ,因 此 ,宜將兩者加以區別 。見本古
頁”-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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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輕重工業為對象的觀察

自第二章起至第六章 ,分為輕工業與重工業兩大項。李著本書是為證明在江

南工業化的過程中,不僅只有量的增長 ,也發生質的改變 ,由此五章之安排 ,關

照層面甚為廣闊 ,可見作者欲說明所謂質的改變是全面性而非部分的現象。

總體而言 ,在對輕工業的討論中 ,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技術的進步、分工

與專業化的加強與生產組織的變化 ,以及產品商業化的現象是作者考察的重點。

這幾項議題在第二章 「輕工業l-(:紡織業」有所論列 ,但對這些議題的普遍關

心 ,仍可由第三章與第四章的閱讀中得知 ,儘管這兩章的安排方式是根據業別而

不是議題 。第二章旨在說明此時期的紡織業在生產的 「質」方面 ,也發生重要的

變化 ,並非只在 「量」上有所變化而已。就生產規模而言 ,自 明代後期至清代中

期 ,產量約擴大了一倍 ;生產技術方面 ,棉紡織業從織機 、壓車與紡車三種工具

的改進說明 ,絲織業則以花機的改進來表現。而在棉、絲紡織業的生產工藝上 ,

從染色技術與品種的增加方面亦可見提高 :另外 ,由兩種情況可以看出在分工與

專業化方面的加強 ,一是棉、絲紡織業均發生工序分離 ,另一是原本附屬於農村

的副業走向城鎮專業。在生產規模方面 ,絲織業中的帳房制度仍支配生產 ,並可

能成為手工業工場無法發展的原因‘在較大城鎮的棉紡織業中 .清代可能已為商

人所控制。

第三章為食品業 ,依章節分為穀物加工、酸酒與製麴‵製茶 、食品再加工 、

製鹽與榨油等業。其中穀物加工業又分為碾米業與磨麵業 ,食品加工業又分為糖

果糕點製作業與副食品加工業 (內含水產品加工 、禽類加工 ‵肉類加工 、乳品加

工與果品加工 )。 在生產規模方面 ,各業在明清時期均已顯著擴大 ,且發展成分

布廣泛 ,從業人員眾多的城鎮工業。製茶葉發展成為山區工業 ,而製鹽業則成為

唯一生產規模縮小的工業。在各業中 ,商品化的程度也有所提高 ,生產技術也有

改進 ,明清時代絕非技術停滯的時代。

第四章則一併檢討了服裝製作業、日用古貨製造業、煙草加工業、造紙業與

印刷業。其中 ,服裝製作業再細分為成衣業、製帽業與製鞋襪業 ;日 用百貨業再

細分為草編業 (含竹藤棕編 )、 製燭 、製扇、文具製作等業。各業的商品化、專

業化以及生產規模擴大的程度是本書的焦點所在 ,作者指出 ,各業自明末至清代

L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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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長足的進步。在印刷業方面 ,作者注意的變化有三 ,一為私營印刷業在本時

期的大幅成長 ;二為技術的進步 ,鉿活字在明末的首次運用 ,並出現諸家印書專

家如華燧等 ;另一則為商業化印刷物的發展 ,如通俗文藝讀物 、通俗實用讀物 、

時文選本與文士詩文 、年畫 、日曆與宗教信仰用品等 ,高度的商業化與平民取向

是其特點。

作者將重工業分為兩章討論 ,第五章為 「工具製造業與建材工業」。在討論

工具製造業中 :鐵工具的考察重點為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技術的改進 、企業規

模的擴大與生產組織的改進 ;木工具分為農具與棉紡織機具 、絲紡織機具 ,並就

它們的專業化、商業化與生產規模的問題進行探討 ;陶工具的關注焦點同樣也在

於商業化、專業化與製作技術的改進。而在建材工業方面 ,再細分為磚瓦、石灰

燒製與石料採取三種行業 ,明清時期生產技術的改進與生產規模的擴大是討論的

重點。作者的結論認為 ,至清代中期由於生產落後於需求 ,因此建材價格日昂。

簡言之 ,經由作者的論證 ,從明末到清代中期 ,工具業與建材業中 ,無論各業均

呈現商品商業化、製作技術進步、生產規模擴大與專業化的趨向。

造船業是技術最先進 、資本投入最密集 ,也是企業規模最大的部門。依照作

者的看法 :造船業是近代以前最重要的重工業部門之一 ,因此作者另關一章詳加

討論 。在本書關於重工業的另一項目 ,即第六章 「重工業ω :造船業 (附修船

業 )」 中 ,關注的問題與作者所得結論大致有五 :在舟合隻的種類及數量方面 ,農

峆 、漁舟合與內河舟合的數量均有增加 ,漕舟合的數量減少 ,海船在數量與運量上均有

增加 :在每年造船數量方面 ,作者推估 ,自明末至清道光初年 ,每年造漕舟合數減

少 ,造海舟合數量則增加 ;就每年修舟合數量而言 ,從維修期限 、維修費用與維修人

員三方面來看 ,清代規模較之明代均有擴大 :造船業年產值方面 .透過漕舟合與海

船造船總數與造舟合單價的推估得知 ,清初較明末均有增加 :在從業人數方面 ,據

李昭祥的 《龍江船廠志》推估 ,造船業到清代由於體積擴大 ,從業人員也隨之增

加 。而民間造船業的成長是本時期值得注意的現象 ;在說明造船企業內部的分

工 、協作與資本積聚方面 ,則以大型造船廠的出現 ,與專業化分工的細膩程度為

指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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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能源與材料問題

本章藉由工業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能源與材料問題 ,討論影響江南地區工

業發展的物質環境因素 。作者認為就能源而言 ,近代以前工業發展主要仰賴可再

生能源 ,諸如動力上的水力 、風力 、畜力 、人力 :燃料上的木材等 。到近代早

期 ,不可再生能源 (例如煤 )才 日漸重要 。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 ,明清時期江南

的風力 、水力 、畜力均非主要動力 ,而人力則佔有絕大的比重 。在燃料上 ,由於

薪炭自南宋以後的嚴重消耗 ,加以江南產煤少 ,又因運輸成本高 ,難以由外地輸

入等因素 ,使得江南的燃料供應 ,只能支持低燃耗的生產 。

至於工業所需的材料部份 ,作者舉鐵與木材為例 ,分別就消費與供給兩方面

加以討論 。就鐵而言 ,江南的造船業 、鐵鍋製作業 、建築業均需要大量的鐵 ,但

由於本地不產鐵 ,江南鐵資源多由閩 、廣 、湘等地輸入 ,但因距離遙遠 ,運費高

昂 ,因此鐵價居高不下 。木材部份也有類似問題 。江南木材主要仰賴外地輸入 ,

包括鄰近地區 、福建 、長江中游 、長江上游等地 。但木材資源的逐漸耗竭與成本

因素 ,也使得木材價格昂貴 ,無法有效供應 。

四市場 =原料輪入與產品輪出

市場在 「早期工業化」理論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在這一部份討論與原

料輸入及產品輸出相關的市場問題 。整體而言 ,明清時期 ,江南工業對外地原料

與產品市場的依賴極深 。在原料部份 ,舉凡碾米業所需的稻穀 、榨油業的大豆 、

紡織業的棉花 、染料 ,以及蔗糖 、紙張 、有色金屬等 ,均需由外地輸入 。在產品

部份 ,江南製作出的紡織品 ,如棉布 、絲織品 ,及書籍等 ,由明代中葉到清代向

外地市場輸出量更是急速增加 。作者舉棉布為例 ,明代江南棉布已銷售全國 ,即

使清代以後受華北棉布的打擊 ,但隨著全國棉布市場總規模的擴大 ,與海外市場

的開拓 ,江南棉布的實際輸出規模並未縮小 ,且有逐漸轉向較高等級市場的傾

向 。絲織品的情況亦雷同 。

因此 ,就江南工業所需的原料而言 ,輕工業原料基本上都可透過市場 ,由輸

入獲得 .且顯然較重工業原料的取得容易 。同時 ,江南的產品也擁有全國與海外

廣大的市場 古江南的工業即在全國市場擴大 、區域分工與生產專業化形成的基礎

上 ,逐步發展 。只是作者仍提醒不可將海外市場的擴大過度理想化 ,因為此一時



. 166 . 且瀯 師大歷 文學無  第 3U期

期海外市場擴展的盈餘並未能轉變成工業所需的煤鐵 ,因而對江南工業的發展起

了消極的影響 。

ω人力資源

討論經濟發展歷程 ,不能不考慮到人口變數 。然而對於以往耳熟能詳的主流

看法 ,諸如 :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長已經出現 「人口爆炸」或 「人口危機」 ,明清

江南工業的發展乃是對人口壓力的一種反應 ,勞動力供過於求引起生產 「過密

化」、勞動生產率降低和勞動素質低落等等 ,作者有不同的意見 。在第九章中 ,

他針對這些看法提出反駁 ,認為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長速度 「並非過快」 ;並未導

致人口壓力的出現 ,也未出現生產率下降和勞動素質落後的情形 ,更遑論阻礙經

濟發展 。

作者推估 ,清中期的江南人口與全國相較 ,人 口成長率低於全國人口成長

率 ;與英國相較 ,“2U至 185U年間江南歷經 2.5個世紀 ,人 口只增加了 SU%,

而 1951至 1B51年英國人口卻增加了 %U%。 據此 ,作者認為江南沒有出現 「人

口爆炸」現象 。作者又估計 “η至 1Sm年間城鎮和農村工業勞動力的增加 ,認

為城鎮勞動力的增加 ,主要不是來自城鎮附近的農村 ,而是來自城鎮以外地區 。

這是因為江南經常存在 「近鎮人家多業機杼 ,間有業田者」的情形 ,靠近城鎮地

區的農村多半已經成為工業從業者 。而且江南無法推行勞動更為密集的雙季稻 、

甘薯 、水稻區種法等農制 :使用短工增加 ;185U年以前少有大量人口移出等

等 ,都是農村沒有過剩勞動力可運用於正業部門的跡象 。綜言之 ,作者認為江南

城鄉工業勞動力已經供給不足 ,人口壓力阻礙經濟發展之說 ,完全不能自圓 。

至此 ,作者所描繪的是一個人口沒有出現過度增長
一
勞動力沒有供過於求的

江南 。然而在本地勞動供給彈性不大的狀態下 ,究竟可以透過怎樣的管道 ,才能

促使江南擁有高度專業化 、面向市場的生產趨勢 ?作者提供的思考方向在於人力

資源素質的提高 。他認為明後期江南漸由滿足自家消費 、由欠熟練的人工操作 、

農閒時進行的副業 ,轉為面向市場 、以熟練的技能操作 、生產專業化與家內耕織

分工的生產 。從次熟練到熟練 ,繫於兩方面的普及 :一是江南的紡織技能無不經

由 4至 6年長時期的職業培訓而成 ,另一是文化教育的效果 ,即下層社會的識字

教育 (村塾啟蒙教育 )和學徒式的數學教育 。這兩方面的普及 ,對小作坊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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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讀寫算能力有所增進 ,而中大型工業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力 ,也都是受益

者 。

的 「節能省材 」型的 「超輕 」結構

第十章可視為作者充分討論江南早期工業化時期各分項要素之後 ,歸納出的

結論 。避開以往著重生產關係的論述 ,他以工業結構為主線 ,提出所謂 「節能省

材型」的 「超輕結構」說 。一般認為 ,工業結構的變革是工業革命的諸多變革之

一 ,即重工業比重在工業部門之中愈為重要 ,西方中世紀後期以來的工業發展 ,

就是逐漸呈現這個趨勢 。作者以近代早期英國為參照 ,認為若當時英國重工業比

重尚小 ,屬於 「輕型結構」的話 ,那麼明清江南重工業比重反而隨著輕工業的迅

速發展而不斷下降的趨勢 ,當屬 「超輕結構」。這種比較包含了(l)江南兩個最重

要的輕工業部門 (棉紡織業 、絲織業 )的生產規模 (指從業人數 、生產總量兩方

面 )都遠超過英國 。(2)明清江南也和英國一樣 ,在原料來源及產品市場方面 ,都

是與外貿有關的部門發展得較快 。但是(3)江南重工業的發展明顯較英國遲緩 ,尤

其以礦冶業差距最顯著 。(4)英國工農業生產動力以水力 、畜力為主 ,人力比重愈

來愈小 .燃料用煤愈加吃重 ;明清江南工業則仍以人力為基礎 ,燃料以炭 、薪 、

蘆葦為主 :至於木材和鐵的消耗 ,江南更難望英國項背 。

作者強調 ,形成明清江南 「節能省材」型工業的原因 ,在於資源 (能源和材

料 )供應不足 ,這使得與煤鐵有關的工業部門因此發展遲緩 。江南缺乏煤鐵資

源 ,亦缺乏重工業發展所需的其他主要自然資源 (水力 、其他金屬礦藏 )。 反

之 ,對能源和材料需求相對較少的輕工業則可以獨厚 ,特別是江南擁有數量龐

大 、素質高的勞動人口 ,有利於輕工業發展 。例如 ,當清代中期華北 、湖廣 、川

貴 、廣東等地紡織業迅速發展起來後 ,江南紡織品仍能壟斷高級產品市場 ,以及

發展奢侈品生產 ,都是拜高素質勞動力的有利地位所賜 。

工業結構之外 ,作者於本章中特別針對江南的小型企業規模提出新解 。過

去 ,萌芽論者著眼於搜尋明清時期是否出現實行僱傭勞動的大生產型態 ,以及使

用機器機械的普遍程度 ,將手工操作和獨立經營的小作坊 ,視為資本主義式生產

不能順利萌芽的障礙 。現在 ,作者則轉換視角 ,正面肯定小作坊手工生產形態的

合理性 。他認為 「節能省材」型的江南工業生產 ,由於能源 、材料的缺乏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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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技術創新精神及外來技術知識的缺乏或排斥 ),限制了江南工業對機器和

機械的使用 ,加上建造大型廠房 (手工工場 )經常所費不貲 ,使企業規模傾向以

較具合理性 、符合江南人口資源特點的小作坊為主 ,反而具備了經濟上的優越

性 。

ω再議江南早期工業化的 「前景 」

明清江南早期工業化的前景是什麼 ?這正是萌芽論長期以來處理的核心課

題 。所謂 「前景」 ,是指由早期工業化轉為近代工業化的進程 。但拋開向來只以

近代工業化作為早期工業化 「前景」的視角 ,作者認為 ,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動

力和成長趨勢應該屬於 「斯密型成長」(thesm⋯㏑nGrUMh9。 此型成長主要是

由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發展所推動 ,而市場的擴大則增加經濟成長的機會 。其成長

特點在於經濟總產量及勞動生產率都有提高 ,但沒有出現技術突破 ,成長極限取

決於市場規模的擴大 (以江南言 ,市場規模尤指國內貿易 )。 換言之 ,市場容量

是其發展極限 。並且由於沒有技術突破 ,斯密型成長本來就無法導致近代工業

化 。因此 ,若無明顯外力入侵 ,明清江南工業的前景 ,就是按其趨勢繼續發展下

去 (斯密型成長 ),不會導致近代工業化 ,而是為後來的工業化提一供良好的基

礎 。

最後 ,一如全書各章 ,以回應萌芽論的既有論點出發 ,作者於書末仍不忘為

萌芽論再添一評 。他肯定萌芽論的貢獻在於打破 「中國停滯」、「高度平衡機

括」、
「
中國封建社會是超穩定系統」、「衝擊一一 回應」諸般理論模式 ,重

視中國自身及內部因素 。但萌芽論者極力從中國歷史上找尋早期資本主義存在證

據的心態 ,可說是自限於 「資本主義萌芽情結」之中 。萌芽論的理論問題在於 :

第一 ,除了以英國模式出發 ,來證明英國工業化的道路也在明清江南土地上重覆

之外 ,其所持有的英國經驗的認識更是過時的 (因為早期工業化不必然導致近代

工業化 ):第二 ,論者只圍繞在 「惟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為主 、生產力為輔 ,

頁 犯8)的研究 ,似乎認為只要生產關係陸續演變 ,就會從萌芽發展為成熟的資

本主義 。這種看法有邏輯上的問題 ,亦與事實不符 。作者強調 ,此種理論應予擺

脫 ,並藉此脫胎之機 ,可與 「西方中心主義」史觀劃清界線 。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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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幾點省思

本書強調明清江南輕重工業部門比例上的差異 .除了顯示明清江南工業屬於

「節能省材」型的發展之外 ,也表示這種型態的發展特點實為明清江南無法有效

導向近代工業化的原因 。作者強調研究工業發展進程時應注意結構的重要性 ,也

由此 ,作者詳細討論原料 】能源 、材料等物質環境與勞動力供需等 ,對明清江南

工業發展的影響 。這樣的討論內容構成本書的一大部份 ,也是本書最重要的特

點 。

其次 ,作者檢討了影響大陸學界甚久的萌芽論 。他認為萌芽論的盲點在於 ,

視英國模式為歷史上唯一自發性工業化成功的範例 ,並從這條發展道路追尋中國

的足跡 。因此 ,在方法論上 ,萌芽論者走的是一種西方中心論模式 。本書卻是想

要努力擺脫西方中心論的陰影 ,企圖證明十九世紀中期以前江南已邁入包含傳統

農村工業在內的 「早期工業化」現象 ,並形成 「斯密型成長」式的經濟發展 ,因

此不會如萌芽論者預示的 :若無 「外國」資本主義入侵 ,江南會邁向英國模式的

道路 .而是按 「斯密型成長」趨勢繼續發展下去 。就擺脫舊框架不必要的束縛而

言 ,本書的努力相當值得鼓勵和肯定 。

此外 ,書中數處由於無法獲得直接資料用以說明作者想要解決的問題 ,間接

推論與利用相關資料加以計算的方式 ,在書中即為作者所運用 ,使無直接資料卻

又重要的問題獲得另一種方式的解決 。例如在重工業日中 ,關於明清時期江南造

船業生產規模的擴大 ,即每年建造船隻的數量與噸位的增加 ;由於沒有直接的記

載 ,作者利用的方式是 :先了解江南所使用的各類船隻數量是多少 :其次 ,確定

其中有多少舟合隻是在江南製造 :再次 ,瞭解江南各類型舟合隻的使用年限 :復次 ,

根據上述結果 ,對明清江南每年造舟合的數量作出估計 ;最後 ,比較各時期造船數

量 ,觀察其變化以判別是否有成長 。在這裡 ,不妨以下面的簡單例子 ;對作者的

估計方式作一說明 。假設江南每年製造三十噸的甲類舟合隻二十五艘 ,而這類舟合隻

的使用年限是十年 ,每年製造十五噸的乙類舟合隻八艘 ,這類舟合隻的使用年限是五

年 。那麼平均每年江南製造甲類舟合隻的噸數是七十五噸 ,乙類是二十四噸 ,加總

之後 ,江南每年的造舟合規模就是九十九噸 。作者在書中亦建立合適的觀察指標 ,

並輔以數字化的方式說明 ,如此可避免僅以文字表現所帶來的相對模糊 ,儘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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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均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神在史料的蒐集與進一步整理上 。例如頁”U至

223中 ,作者對於建材的尺寸與價格即能以詳細的數字列表說明 。

不過 ,書中涉及的諸多論點 ,尚留有可以再討論的空間 。其中 ,最引人注目

的是作者對 「早期工業化」一語的理解和應用 ,以生產部門的分劉觀察總體經濟

成長的問題 ,以及敘述概念或推論的瑕疵 。

t-9「 早期工業化」一一 理論的理解與應用研究的檢討

作者於 <導論 >中從 「原始工業化」理論出發 ,繼而延伸為以 「早期工業

化」來替代 「原始工業化」 ,並添修部份要素 ,構築出作者理想中的理論內容 ,

以此語彙含稱 155U至 1S5U年的江南工業發展 ,這樣的取徑曾受到高度的讚譽 。
5不

過 ,如果我們將 「早期工業化」視為可以應用的經濟史理論的話 ,或許應該

釐清以下兩個思考點 :第一 ,「早期工業化」一詞是否具有概括性 (gener山 za-

㏑n),是一種專為十八世紀中期以前的工業發展階段萃煉出的表述嗎 ?第二 ,

語詞原用者曾標示出 「早期工業化時期」的重大特徵 ,這些特徵的性質 ,與作者

所使用的 「早期工業化」概念是否存在同一性 ?

據 P”1lisDeane所述 ,首先將英國工業革命往前追溯到更早時期的是 J.U.

Nef。 Nef極力證明 lS四 至 ㏑們 年間英國在採煤業和各種製造工業方面曾出現

的巨大擴張 ,認為是一個工業快速成長的時期 ,且成長速度毫不遜於十八世紀中

期開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 (即通稱的 「近代工業化」)。 由於這兩個時期的

總發展趨勢前後延續性強 ,在行文中 ,Deane暫稱 Nef所 強調的這個時期為

「工業化的初期」 (theearlyperiodUf㏑dl1stHal忔at㏑n,大陸學人譯為 「早期

工業化」 ),而將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稱為 「(工業化的 )後期」←helatter

periUd)。
‘
這裡 ,Deane同意 Nef強調的界定 ,目 的在於將向來以十八世紀中

期做為工業革命的分界法 ,予以更彈性的對待 。           ﹉

5 來立中、范金民 ,(理齡與女證相結合的一部力著一一評字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素化 (1“U
∼185U)》 > ,頁 193-195。

6 契波拉鎢 ,張彬村 、林混華評 ,《 歐洲經濟史 :工業社會的興起》 (台 北 :遠流出版卒紫有限
公 司 ,19S9),頁 194。 原 著 :caIloM.CiPoI︳ 日ed.,口吻εF.〃羽 〞ECU竹U〞必 Ⅱ “Ur,’ UrEE.r.Pe
(TheHaivesteiP了 eSSL:m:ted,1976),Vo1.4,TheEmeigenceofIndustIIa︳ Soc:eties,P日了t。 ne,p.165.

1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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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Deane所分別的 「初期」和 「後期」有何意義 ?據 Nef的研究 ,英國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並非忽然而有的現象 ,其重大特徵有更早的軌跡可循 ,整

個工業化乃是歷經一段長時期的過程而來 。所謂特徵 ,是指第一次工業革命所標

示的兩個主要變遷 .即技術進步和大規模工業的出現 ,其具體發展趨勢包括 :工

業生產由手工到動力以及由自然力 (水力 )到機械動力的使用 、能源由木材為主

到以煤炭取代 、生產組織由家內式到半工廠或工廠 、生產過程由小工匠之手轉為

資本家雇者掌握 ,而技術變遷的帶動和市場的擴大使得大規模生產—— 工業資

本的集中一一 得以發展 ,這些趨勢尤其表現在礦業 、金屬 、造船等製造工業方

面 。
7在

N芭 f的討論脈絡中 ,「 後期」的主要特徵明顯延續了 「初期」的發展 ,

特別是指十八世紀中期以來現代工業部門的特徵在較早時期的出現而言 。無論是

「初期」或 「後期」 ,都是以 「近代工業化」具有的相似特質範圍而論 ,總發展

趨勢都是 「朝向近代工業化」。所謂初始與後來 ,只是程度之別 ,但同一性仍

高 。而且這只是英國的例子 ,其他國家在工業化以前的發展是否也具備如此特

徵 ,不得而知 。非但 Nef.即使使用 「工業化的初期」 (「 早期工業化」)這一

語稱的 Deane,也未將之當做概括十八世紀中期以前工業發展特徵特有的話

稱 ,更未意圖建構一個適用於工業化以前時期的工業發展理論 。「初期」之詞 ,

僅僅是為了凸顯十八世紀中期以來的英國工業革命應該被視為 「後期」的對稱而

已 。

然而在本書中 .作者借用 Deanc所述 「初期 」與 「後期」的兩種區別內

容 ,8進
一

步把 「工業化的初期」 (「 早期工業化」)一詞無形中加以範式化 ,

儼然成為一個可以 「稱呼工業革命以前歐洲的工業化」的專有理論 。(頁 l3)

即便如此 ,雖無不可 ,但是應該釐清的是 ,Deane使用時的話稱 ,其含意不但

J.U.Ne元 ”
IhePIogress ofTechno︳ ogyandtheGrowthofLaige.Sca︳ eIndustiy︳ nGreatBr:ta:n,I5zm-

164U,” EJJ●,,J加 EcUπU〃比Ⅱ “UF,’ (LUnd°Ⅲ EdwardAinUIdLtd.,1966),VUIumeono,pp.88-lU9.

Nef強調 「初期」與 「後期」有同一性質的發展 ,Deane則 在 Nef的 基礎上區剔其程度差異 :工

紫化發展得較緩慢 、影響國家工紫的範固有限 ,工業上的技術突破相對較小 ;工 及紫產量 、國

內交通 、國際貿易等方面的撥張並未支持到這個部門的成長 ,也就是說 ,工業化前後期最主要

的差別在於企紫規模和經濟機會的廣度 。見契波拉編 ,張彬村 、林灑華詳 ,《 歐洲經濟史 :工

索社會的興起》 ,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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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於英國 、未擴大驗證於其他國家 ,而且與 Nef指稱的一樣 ,是就現代工業部

門的特徵做為立論基礎 ,不包括手工作坊 、自然動力 、家內式生產 、小工匠資本

等舊式生產技術和組織 。反觀本書 ,論述的對象顯然包含農村工業 (手工 、家內

式生產 ),以及 Nef和 Deane未予納入的傳統生產特質 。例如 ,在第二至六章

中 ,作者一再企圖證明各個工業的生產規模於三百年間出現了擴大的現象 。而作

者所謂的 「規模」 ,主要是指從業人員數量 、機具設置數量 、該項工業總產量三

方面的增加 ,與 Nef所說由手工到機械動力 、煤炭能取代木材 、由家內式到半工

廠或工廠 、由小工匠轉為資本家雇傭等等發展特質大為不同 ,實質上接近於 「未

近代工業化」質素 ,而非 「朝向近代工業化」質素 。可見本書 「早期工業化」一

語 ,其內涵已有相當的改變 ,甚至與語詞原用者的核心概念相背 。因此 ,標以

「早期工業化」似需再加斟酌 。

「朝向近代工業化」質素是引用 「早期工業化」一詞的關鍵概念 ,跟隨此一

概念思考 ,還將牽涉到研究斷限的確認問題 。本書以 15m年為上限 ,主要承襄

萌芽論的說法 ,認為明代中期經濟開始加速成長 ,其中工業居於最重要地位 。至

於下限 ,作者認為 ,江南的近代工業化肇始於清末洋務運動時期 ,並且在此之前

江南又遭太平天國戰役嚴重波及 ,因而將 「早期工業化」的時間下限定於戰役破

壞前夕的 1S5U年 。(頁 竻至舛 )定出這個下限的用意很清楚 ,作者希冀描繪出

一個未受西方影響之前 ,由中國內部自發的工業發展面貌 。以洋務運動時期作為

中國近代工業化的起點 ,雖無太大疑慮 F然而從 「朝向近代工業化」的角度來審

視時 ,一般認為 ,儘管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工業已可看到相當程

度的成長 ,但是仍然未發生實質的 「工業革命」。
’
現代工業 ,尤其是重工業部

9 費惟愷著 ,度和平評 ,<中 國早期一業化》 (北京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U),頁 332;

馬若孟 ,〈 手工棉紡我和近代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收於張仲植主編 ,<中 國近代經濟史
論著選評》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9),頁 ”5;工 玉茹 、g)l佛 ㄒ、張求剛 ;

<制度變遙與中國近代工業化——以政府的行為分析為中心》 (西 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2U0U

) ,頁 3a-3“ 、3s“ 391。 AIbeItFeueIwerker,叮㏑ GiUwthofPfoducerIndustI㏑ S,19U｝ 1991,”

㏑ DM會htH.PerkIlsed.,C力 加6竹 羽b屁用 ECU田U〃ˊ切 Ⅲ “U由πr比rJPecr奶 (StandfUid:StanfUid

Un︳ veIsit,PI碄 S,1’75),p.2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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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自 19UU年以後才有比較明顯的擴張 ,部門間的關聯 、外貿的帶動也漸顯現

效果 。
m而

到 195U年代至 197U年代之際 ,才 出現 SimonKuZne於 所謂的 「現代

經濟成長」性質的持續性經濟成長和結構變遷 。
11因

而也有學者認為 ,自十九

世紀晚期以來 ,中國本土的製造工業數量雖然逐漸增加 ,然整體工業部門的成長

較之後來時期仍然微小 ,處於初期工業化的時期 。
趁
從上述藷項研究可知 ,十

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中期 ,中國尚未邁向 「近代工業化」 ,這段時期工業化擴

展比後來時期緩慢 、影響國家工業的範圍也有限 ,但卻是 「朝向近代工業化」而

發展 ,似較接近 Nef和 Deane所說 「工業化的初期」 (「 早期工業化」 )的特

徵 。據此 ,「 早期工業化」時期的上限似應以十九世紀中期為起點 ,而下限則應

在二十世紀中期 ,而作者書中所謂的 「早期工業化時期」 ,應屬於以 「未近代工

業化」質素為主要特質的時期 。

理論應用還關涉到是否意圖檢驗理論的問題 ,茲以書中的人口議題為例來討

論 。在人力資源一章中 ,姑且不論作者的推證數據是否合理 ,以英國為參照是否

合宜 ,掐 雖然條條論述都企圖導向江南人口的增加並未達到 「人口過剩」的地

步 ,我們似乎無法知道當作者以 「早期工業化」概念應用到江南區域時 ,理論本

身指涉的人口特徵 ,與江南的人口特徵有何相似性 (或差異 )。 事實上由作者所

借用且僅僅粗略勾勒的 「早期工業化」特徵 ,(頁 13)並沒有包含人口一項 。

仙 om外 G.Ra哪 ki封二 千世 紀 〦 半 期 的 中 國經 濟 成 長 比較 樂 觀 ,見 Ra略 ki,C力加a竹 岊羽 曲 乃r●

Jm由稻r” ar油〞:Prc〞“εεrGUU兩 羽〞ECU乃U〞jε Deve︳op〃ε竹6加 6九εη化乃tjεt九 CεK鈕砂 (AnnAib。 i,

Mich︳ gan:┐ⅢoUniveismyofMichiganPIess,198U),pp.2,82-89,14σ 147.IhUmasG.R︹ 稱ki,ECU田U〞 -

●εUr●祕力加 Pre〃π C乃切a(Beikley,LUSAngeIes,Ca︳ :fUinia:UniveisitVofCaIifUInIaPress,1989),

pp.l16-119,344-351.

道是 Perk:碄 的看法 ,Kuznets(台 灣譯名顧志耐 )本人的分析並不包括共產國家在內 ,他認為

共產國家由獨裁統治所形成的獨特的經濟體系 ,很難與自由經濟活動的經濟駐系國家做比較 。
見 DwightH.Peiki伈 ”

Gr°ⅥhandCh日 ng:ngStiuctuieofChina’ sTwentieth-CentuiyEcUnUmy,∥ ︳n

Dw:gh︳ H.PeIk:ns od.,a加 a、 怮 死用 ECU刀UH,9加 Ⅱ “Uroε arn出呼沼“jVt,pp.128,13U,131,138,i47.

庫茨肉新 (S:mUnKu2nets)著 ,林山木譯 ,《 現代經濟成長》 (台 北 :今 日世界出版社 ,1999

) ,頁 149。

AlbeItΓ euefwerkei,E㎏ε九加ε銘 ECU刀U〃 ,́εa.ⅡVU-i9II(AnnAib。 I,M“h:gan:IheUniveIs“ yof

MiCh:g日 n,1969),M:ch:ganPaPers:nChineseStudies,No.5,p.36.

由於以英國為參照 ,作者認為 %m一 18m年 間江南沒有出現 「人口爆炸」。達種比較無可渾非 ,

但是人口是否成長過快或形成壓力 ,如 不將人口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相衡的話 ,勢雜新妗 .不

過 ,如何估計 %∞ ∼ 185U年 江南的經濟成長率 ,別 是另一雜題 。

173 .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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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角度思考 ,無論是應用 「原始工業化」理論或 「早期工業化」概念 ,此處

「江南型」的 「早期工業化」時期人口變化特徵 ,與以 「英國型」 (或其他已實

證地區 )為範式的早期工業化人口特徵相衡之後 ,是否有益於理論修正的進行 ?

據 Mendek的總結 ,歷經 「原始工業化」的地區 ,其人口特徵主要在於結婚年齡

下降 ,進而使人口增長 ,增加勞動力供給 ,(頁 8)同時還包括人口行為以外的

農場規模縮小 、分家制度盛行等特殊條件同時發生 ,以及持續擴張發展後可能導

致的原料分配 、產品收集 、生產成本上升等困境 ,手工業利潤遞減等等 。
∥
針

對此點 ,由作者呈現的江南人口變化特徵 (人口沒有過度增加 、沒有過剩的勞動

力 、勞動生產率未降低 ),雖沒有包含 Mendek指出的這些相關變數 ,卻也間接

回應了 Mendek的論點 ,但是卻未進一步調整 、豐富化所借用的 「早期工業化」

概念 (如果將 「早期工業化」視為一種理論範式的意涵的話 ),不知作者的顧慮

何在 。或許作者只願採取 Mendek強調的 「農村工業有發展」這一觀念 ,對於

Mendek其他的配套論述則有意無意加以忽略 ,亦未可知 。換句話說 ,此處的疑

問是 :本書的整體意圖 ,是否包含以中國的實例檢驗作者的 「早期工業化」理論

的可適性 ,並對該理論再度加以修正 。或者如宋 、范二人所言 ,從作者不斷強調

各個工業幾乎都廣泛地朝向分工與專業化的論述來看 ,顯示作者的意圖是要呼應

「斯密型成長」理論 ,巧 而不是回應 「早期工業化」的內容 。

ω生產部門的分到與總體經濟成長

還有 ,有關生產部門的分劃及其與總體經濟成長的關聯問題 ,也應該一提 。

在首章及末章中 ,作者說 ,「 早期工業化」屬於 「斯密型成長」 ,近代工業化屬

於 「庫茲涅茲成長」●heKuznetsianGrUwth),(頁 Ⅱ )又說 「早期工業化向

近代工業化轉愛的實質 ,是社會生產兩大部類比例關係發生重大改變 ,即生產資

料迅速擴大 (表現為重工業快速成長 ),⋯⋯」云云 。(頁 犯2)作者所謂 「社

14 王國拭著 ,李伯重.連玲玲譯 ,《轉雙的中國——歷史熒邊與歐洲經驗的局限》 (南 京 :江球
人民出版社 ,1998),頁 %-39、 們 、姐 ;石 錦 ,〈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收於石著 ,《 中國
近代社會研究》 (台 北 :李敖出版社 ,199U),頁 l13。

15 宋立中、范全民 ,〈 理誇與女證相結合的一部力著一一評李伯重 ,《 江南的早期工紫化 (l“U
∼185U)》 〉 ,頁 2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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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產兩大部類」分別指 「生產資料」 (重工業 )、 「生活資料」 (輕工業 )

(頁 η ),而其所謂 「早期工業化向近代工業化轉變」 ,主要強調重工業部門

忠來忠擴張的演變趨勢 。重工業的擴張的確是歐洲國家近代工業化過程中很顯著

的一個變化 ,但是在 Kuzne你 的理論當中 ,「 現代經濟成長」並非狹隘地囿於重

工業部門 ,而是就現代化生產部門來衡量 ;並且一般所說的 「工業化過程」是指

社會結構由農業生產發展為非農業生產 (但並不意謂農業部門不與新興技術和改

革發生關聯 )。
㏑
也就是說 ,「 庫茲涅茲成長」是以農業 、工業 、服務業三個

部門的相對關係的變化 ,來看部門之內及部門之間的結構變遷 ,當人口和國民平

均生產量兩者都持續而大幅增加時 ,即發生 「現代經濟成長」 ;若發展充分 ,其

結構變遷是由農業轉變為工業 、工業中的製造業在工業生產額漸有增加 、服務業

的勞動比重上升 。
Ⅱ

這樣看來 ,本書作者以 「近代工業化」歸於 「庫茲涅茲成長」時 ,顯然過於

簡化 Kuzne心 「經濟成長」的含義 ,而且太過侷限於重工業一項 ,忽略了其他要

素 。尤其 Kuznets提過 ,現代經濟時代的重大改變是廣用科學解決經濟問題 ,因

而可將之稱為科學時代 。
1s西

方世界的生產力 、生產方式的轉愛 ,與其科學革

命的發展應用有關 ,李著使用 「庫茲涅茲成長」論近代工業化時 ,並未留意此

點 。其次 ,作者所用的 「生活資料」一詞實包含農業與輕工業 ,(頁 518)當作

者說 「社會生產兩大部類比例關係發生重大改變」時 ,其實是將生產部門劃分為

兩大類 :(1)重工業 、(2)農業與輕工業 ,觀察其改變 。據此推導 ,作者所謂 「早期

工業化向近代工業化轉變」 ,則是指由農業與輕工業為主的生產 ,轉向以重工業

為主的生產 。果真如此 ,如何能將這樣的轉變歷程稱之為 「近代工業化」?由於

生產部門分劃不一致 ,如何說服讀者接受 「近代工業化屬於庫茲涅茲成長」 ,尚

待論證 。

庫茨肉斯 (S㏑mKu2nets)著 ,林山木許 ,

庫茨內斯 (S㎞mKuznets)著 ,林山木評 ,

6U 、 149-15U 。
庫茨內斯 (S:monKuznets)著 ,林 山木譯 ,

<現代經濟成長》 ,頁 l、

《現代經濟成長》 ,頁 l1、

<現代經濟成長》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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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敘述概念或推論的瑕疵

這方面的問題 ,宋 、范一文已多所陳述 ,不過本文還可以再舉數處加以補

充 。以人力資源一章為例 ,首先是勞動力數量的估計 ,雖然作者把經由城市化水

平 、個體家庭數 、每戶由一夫一婦勞動等條件所估出的數量性質 ,稱為 「工業中

的勞動力」 ,然而這種計法事實上無法專指工業從業人員 ,而是泛指所有在城及

在鄉的已成家勞動者 。另外 ,作者以更為勞動密集的農制在江南不能推行成功 ,

表明江南勞動力供給不足 。此處或許是過度推論了 。勞動更密集的農制在江南難

以推行 ,應是顯示以江南既有的勞動力負擔既有的農制並沒有不足 :,而不是勞動

供給不足 。這在談及勞動力素質時也有類似的情形 ,以致結論略顯空疏 。例如 :

原本欲以科舉入仕不果 ,轉謀幕僚 、訟師 、賬房 、書辦等等生計的
一

群菁英教育

出身的人力 ,作者視為 「為江南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受過較高教育的人

力」。(頁 研9)問題是 ,這些受高教育的士子 (或下層士人 )如何為工業生產

做準備 ?兩者的關聯何在 ?又如 :書中詳細臚列江南眾多有名的技術專家和發明

家 ,同樣的問題是 ,在文脈中看不到論證技術人才與工業發展之間的關係 。雖然

作者也不否認這點 ,卻仍然主張 「明清江南在培養和造就工業發展所需的高級技

術人才的方面 ,是頗有成就的」。(頁 φ3)          ﹉

經由本文的討論 ,雖然我們對本書論點仍有以上幾點質疑 ,但不可否認的 ,

誠如宋 、范二人所云 ,作者對西方相關理論的反省並嘗試將之運用於中國研究 、

以及在史料蒐集上所做的種種努力 ,使得本書在中國工業化的相關研究已經十分

豐富的情況下 ,依然值得肯定與重視 。尤其對於思考西式工業體制移入之前 ,中

國本有的工業部門的特性和發展 ,本書確實提供了另一種分析及解釋的可能途

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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