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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九世紀中葉西學東漸，日本明治時期福澤諭吉（1834-1901）在 1872 至 1876

年間陸續發表《勸學》（学問のすすめ）篇章，提倡實學。無獨有偶，中國晚清張

之洞（1837-1909）於 1898 年上書《勸學篇》，提出中體西用。二人生卒年相近，

為該國具有代表性與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二書亦同在論述如何會通西學，書中二人

對於學問的典型與近代化指標的看法，可視作一種隔空對話。 

福澤諭吉與張之洞皆認為學問必須與時俱進，將西學納入本國學問體系，重視

學用的實用性，期待知識份子成為文明的推動者。由於國家背景與個人經歷，二人

在中西學問的優先次序與範圍界定上有所差異。張之洞著重現實面，依照本國現況

引導社會進步，期待國家在穩定中改革成長。福澤諭吉偏向從理論上去實踐，以西

方現況來指導日本國民，期待國家盡快達到文明開化。但二人最終目的都希望藉此

保住國權，使國家獨立不受侵擾威脅。 

意料之外的是，日後中日兩國卻走上與二人理想交錯的道路。因此本文試圖探

析福澤諭吉與張之洞在面對相似的國家困境時所提出的近代化學問結構之理想型

態，呈現二人將其學問思想進行改革以回應時代需求下，二人學問觀與權力結構的

互動樣貌。 

 

關鍵詞：福澤諭吉、張之洞、勸學、勸學篇、學問觀、西學、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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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Western Ideology was gradually evolving.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in Japan, YuKichi Fukuzawa(1834-1901) published the chapter of " 

Gakumon-no-susume" from 1872 to 1876 to promote practical learning. Coincidentally, 

Zhang Zhidong(1837-1909) of the Late-Qing Dynasty in China published the book " 

Quanxuepian" in 1898, proposing the us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They are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intellectual of the country. Two books also discusse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Western Ideology. 

Both YuKichi Fukuzawa and Zhang Zhidong believe that learning must advance 

with the times, incorporate Western learning into the national academic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ity of learning, and expect intellectuals to become the promoters 

of civilization. Due to the national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two have 

different priorities and scoping in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Zhang Zhidong focuses 

on the reality and guides social progr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YuKichi Fukuzawa prefers to practice in theory, to guide Japanese national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West. However, the ultimate goal of both of them is to hope to 

preserve national power and protect the country from intrusion. 

Unexpectedly, in the future, China and Japan have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intertwined with the ideals of the two. Therefor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deal 

type of modern chemistry structure proposed by YuKichi Fukuzawa and Zhang Zhidong 

in the face of similar national predicaments, and presents the two people to reform their 

academic idea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 interactive appearance of the 

power structure. 

 

Keywords: YuKichi Fukuzawa, Zhang Zhidong, Quanxuepian, Gakumon-no-susume, 

Learning perspective, Confucianism, Western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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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十八世紀末，東亞面臨西學的巨大衝擊，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日本明治時期

（1868-1911），福澤諭吉（1834-1901）在 1872 至 1876 年間陸續發表《勸學》（学

問のすすめ）篇章，論述應對西學之道。福澤諭吉在幕末至明治維新時期，堅持在

野，扮演了西洋文明的啟蒙與仲介的角色，一生未曾任官，但其著作確實積極影響

了日本當代思潮。他極力宣揚文明開化，其《勸學》旨在呼籲人民學習實學，拋開

腐舊的和學與漢學，做到一身之獨立，方能成全國家主權獨立。無獨有偶，中國晚

清（1840-1912）張之洞（1837-1909）作為權重望崇的大臣，多方接觸或主導西方

事務，創辦多所學堂、工廠，是洋務派代表人物，可謂清廷中樞重臣，他於 1898

年上書《勸學篇》，提出以儒學為主體輔以洋學實務的模式，試圖緩和維新派與守

舊派之爭。 

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受到中國理學的影響，也運用符合政治統治思想

的朱子學，強調大義名分、人倫秩序。朱子學在寬政異學之禁（ 1790 ）後逐漸推

向官學的地位。此外還有古學派以及儒學與神道結合的吉川神道、垂加神道等思想

並立。江戶時代（1603-1868）中期，蘭學西來；十八世紀中葉，日本被迫結束閉

關鎖國的時代，開始全面性的吸收西方文化，形成洋學。幕府以「和魂洋才」為原

則，以不改變封建制度為目的，將日本固有精神對西方文化，尤其自然科學領域加

以取捨運用，來發揚日本思想傳統，其中佐久間象山（1811-1864）提出的「東洋

道德，西洋藝術」即從此一立場出發。幕末（1853-1867）中期以降，洋學動搖了

舊有的學系體系，被賦予了啟蒙日本近代化的意義。1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致力脫離東亞儒學文化系統，建立以西方為主的新知識形

                                                      
1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頁 34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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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邁向國族主義。2福澤諭吉的《勸學》也順勢陸續發表，書中主張優先學習實

學，漢學、和學被視為不切合實際生活的學問。福澤深信，陳腐的和學與漢學無法

使日本進入西方文明國家的行列，3他在〈脫亞論〉中痛斥儒教文明為惡疾，儒教

主義為惡德，故導入洋學此一新的價值系統，用西方的「智」代替東方的「德」，

4福澤諭吉在《勸學》主張研讀孔子（551-479 B.C.）學問，必須將時代思潮一同納

入思考，因為事物價值會隨時代而變化，要能有所取捨，而非全盤接受。5區建英

〈丸山真男與福澤諭吉思想中的「獨立自尊」與「他者感覺」〉一文中卻認為福澤

的思想明顯包含與儒學共通的因子，例如西方的平等博愛與儒學的仁可互通；闡述

西方文明開化的精神時，也常運用儒學的詞彙來解釋。6儒學的理念對理解西洋文

明的價值發揮了先導作用，但也因此儒學的價值被吸收進西洋文明的體系之中，難

以被後人認知。 

另一方面，清代張之洞從小學習儒家思想，成年後身在官僚體系，為了維護既

有體制與地位，對於儒學的擁護可想而知。光緒元年（1875）任四川學政時撰寫《輏

軒語》，主張為學調和漢宋，透過「博通經史」、「知行合一」、「通權達變」等方式，

達成通經致用的目標。7光緒十年（1885）任山西巡撫時期，才真正關注到西洋科

技的發達，主張設立洋務局、延訪洋務人才。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經歷中法戰爭

（1884）後，一方面建設西式的軍事學堂，一方面也建設舊式的尊經書院，以仿西

法求民富。當時傳統書院的學生地位比洋式學堂學生高，中學的優越性依然保存。

光緒二十二年（1896），張之洞擔任湖廣總督，整頓教育，改革書院，雖採西式學

校的方式上課，學生仍須誦讀四書，批覽讀史兵略等書，以固中學之根本。在《勸

學篇》提出之前，張之洞所欲引進的西學範疇雖大，但其儒學正統的觀念仍根深柢

                                                      
2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臺北：桂冠，2002 年），頁 6-7。 
3 福沢諭吉著，富田正文校訂：《新訂 福翁自伝》（東京：岩波書店，2009 年），頁 252-254。 
4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頁 386。 
5 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臺北：聯合文學，2003 年），頁 180。 
6 區建英：〈丸山真男與福澤諭吉思想中的「獨立自尊」與「他者感覺」〉，《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

刊》第 13 卷第 1 期（2016 年 06 月），頁 107-127。 
7 鄭淯仁：《張之洞《輶軒語》對為學導引之研究》（臺北：臺北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2011 年），頁 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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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8 

甲午戰爭（1894 -1895）後，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人

主張變法，鼓吹民權，對三綱五常形成強力挑戰，張之洞《勸學篇》順勢推出，思

想格局也明顯由通經致用轉變為中體西用，主張以儒學為核心思想，再學習西方技

藝，他引進西用的理論，也壓制西方政教與思想，書中大量引用儒家經典，以朱子

學為宗，強調三綱、四維、五倫之必要。儒學是張之洞一切政治、文化、教育事業

的前提。他形塑了以中體西用為架構的新的學問體系，主張中國文化與倫理制度比

西方文化先進，應立足中國固有根基，選擇性學習西方文明。9從儒學的演變脈絡

來看，中體西用說應當是不可避的中西文化交流成果之一。 

正因同一時代下，福澤諭吉與張之洞二人幼年都鑽研過儒學經典，成年後接觸

西學，對於學術的建構有一番見解，他們的學問觀對於當時的政治、社會極具影響

力，二書同名為「勸學」，在當時皆備受推崇，張之洞的《勸學篇》雖晚於福澤諭

吉《勸學》二十年出版，後人卻認為福澤諭吉的《勸學》較為開明，二書都是在對

近代面臨西方衝擊之時設法提出解決方案，對於學問的看法各有一番見解。故本文

期能探析福澤諭吉與張之洞認為追求國家獨立自主之時需要建構何種的學問觀，

在當時備受推崇的二人及其書，後人是否遵循其觀點並達成他們理想的學問觀。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在西方勢力的滲透下，東亞諸國不得不變法圖強，各國既有的學術受到西學極

大震盪，日本的福澤諭吉與中國的張之洞注意到國力的強弱與學術進展密切相關。

福澤諭吉在《勸學．初編》即強調學問的必要，他認為：「賢人與愚人之別在於學

與不學。」10對當時的日本國民而言，最急切必須的學問就是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

                                                      
8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定意識形態的西化體論》（臺北：稻香

出版社，1991 年），頁 165-175。 
9 吳龍燦：〈風雲際會的晚清新經學轉型：張之洞與廖平的師生交往及其學術史意義〉，收入陳廷

湘編：《川大史學（第二輯）‧文化史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494-504。 
10 原文：「されば賢人と愚人との別は、学ぶと学ばざるとに由って出來るものなり。」福沢諭

吉：《学問のすゝめ》（東京：岩波書店，2014），頁 11。筆者自譯。 

 



4 
 

的實學。張之洞在《勸學篇》序也提到：「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

正，其裡在學。」11將國運與人才緊密連結。由此可見得二人對於「學問」的重視。

然而由於福澤諭吉與張之洞皆為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二人的主題研究多圍繞

在政治影響上，其他領域的研究相較之下較易被簡省忽略。以下分述之。 

 

一、福澤諭吉研究回顧 

德川幕府運用儒教的三綱五常作為體制內的正統倫理，補充了律法的不足，廣

泛且深入的滲透進社會各階層。例如武士階級吸收儒教的君臣之義、君臣之分，但

無限上綱的忠誠，可能導致形式化與偽善化，12福澤諭吉便是在封建專制的制度底

下誕生，並且起而反抗。李永熾在《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論述橫跨福澤諭吉

的政治、社會、經濟思想，13他在不少期刊文章中認為福澤諭吉全面反對深度滲透

日本的儒學，主張儒學是自由之敵。14後續不少他人研究也承接此一論點。由於福

澤諭吉文明啟蒙思想的研究較多，常集中在《文明論概略》一書，而忽略《勸學》

的影響力。較少關注到《勸學》可說是《文明論概略》的思想前身。 

福澤諭吉相關研究多以文明論與「脫亞論」為主，許介鱗〈福澤諭吉的文明觀

與脫亞論〉15、林呈蓉〈近代初期日本的移殖民論與移殖民活動〉16與葉梅寧《福

澤諭吉之「脫亞論」－對東亞諸國之影響－》17皆以〈脫亞論〉與東亞情勢分析為

主。徐慈薇《福澤諭吉的中國觀》以福澤諭吉作為日本擺脫封建思想的契機、文明

開化的指導者，以及日本富國強兵後對中國的改觀等三方面論述福澤諭吉中國觀

                                                      
11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24。 
12 丸山真男著，區建英譯：《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上海：學林，1992 年），頁 111、116。 

13
 李永熾：《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 

14 李永熾：〈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思想解放〉，《歷史月刊》第 184 期（2003 年 05 月），頁 58-65。

李永熾：〈近代日本的自由主義者福澤諭吉〉，《當代》第 9 期（1998 年 03 月），頁 72-80。 
15 許介鱗：〈福澤諭吉的文明觀與脫亞論〉，《歷史月刊》第 184 期（2003 年 05 月），頁 34-43。 
16 林呈蓉：〈近代初期日本的移殖民論與移殖民活動〉，《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47 期

（1997 年 12 月），頁 259-287。 
17 葉梅寧：《福澤諭吉之「脫亞論」－對東亞諸國之影響－》（高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

日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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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在第三章中雖有以《勸學》為主題，但以倡導獨立自尊為主。18施世婷《福

澤諭吉之研究──以其侵略思想為中心》對福澤諭吉侵略思想做出嚴厲批判，認為

其文明論中所挾帶之侵略思想，是指引日本走向軍國主義之途的導火線，「脫亞論」

則是日本人輕視黃種人心態的主要因素。在福澤諭吉眼裡，西方文化是唯一文明價

值，以儒教為根底的東方是反價值的象徵。19周佩宜《福澤諭吉研究──以其脫亞思

想為中心》針對其「脫亞思想」作一探討。20蕭諺鴻《福澤諭吉的臺灣領有論及其

對初期臺灣殖民政策影響之考證》是以福澤諭吉〈脫亞論〉中的「臺灣領有論」為

中心，考證福澤諭吉「臺灣領有論」與日本殖民政策的相關聯性以及影響。在說明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的同時，大量引用其批判儒學的文字，認為福澤諭吉全面批判儒

學，將儒學歸為舊，西學歸為新，二者對立。21劉運平《論福澤諭吉對近代日本的

危機意識∼併論其與嚴復之解決危機方策的比較》以嚴復（1854-1921）與福澤諭吉

做對比，藉以探討兩者在危機意識驅使下，由文明進化論衍生出之「救國哲學」的

內容及異同。福澤論吉肯定了西方文明的進步和優越性，點出儒家文化思想圈的落

後和陳腐性，並以變革日本國民既有之思考模式為己任。研究中提及為封建社會提

供理論基礎的儒學思想是福澤諭吉要大加誅伐的對象，稱福澤諭吉是極端的反儒

教者，而否定儒教也等同於否定中國。22周建高〈福澤諭吉對中國文化的迎與拒〉

23 也支持此論點。 

王中江在〈嚴復與福澤諭吉 : 中日啟蒙思想比較〉提到：日本傳統文化中以

儒教影響最深，等級名分制與倫常道德觀支撐著封建制度，這種意識型態不改變，

日本就難以進入文明，因此福澤諭吉對儒教有濃厚的厭惡情緒，即使後來其他評價

                                                      
18 徐慈薇：《福澤諭吉的中國觀》（臺北：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19 施世婷：《福澤諭吉之研究──以其侵略思想為中心》（臺北：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4 年），頁 98-102。 
20 周佩宜：《福澤諭吉研究──以其脫亞思想為中心》（臺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5 年），頁 2。 
21 蕭諺鴻：《福澤諭吉的臺灣領有論及其對初期臺灣殖民政策影響之考證》（臺北：輔仁大學日本

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 
22 劉運平：《論福澤諭吉對近代日本的危機意識∼併論其與嚴復之解決危機方策的比較》（臺北：

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1995 年），頁 24-34 
23 周建高：〈福澤諭吉對中國文化的迎與拒〉，《歷史月刊》第 184 期（2003 年 05 月），頁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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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矛盾，也只是作點溫和的修正而已。24王中江認為：「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一個

極端的反儒教者，不管是情感上的還是理智上的。儒教滋潤日本文化的恩澤幾乎在

他的視野之外。有時，他似乎給儒教一點積極評價，但這很不自然，並處於矛盾的

境地中。」25綜合前述可以發現，文明論與脫亞論的相關研究多認為福澤主張全面

西化，強烈抨擊以儒教為文化核心的中國，但諸多研究未能考察到《文明論概論》

一書中對於儒教價值的肯定，甚為可惜。 

目前可探知已有部分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福澤諭吉對於儒學的

態度上，《文明論概略》、《勸學》等書雖出現不少對於儒教的批評，但子安宣邦在

《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精讀》中提出了質疑： 

 

在福澤的時代， philosophy 還沒有被譯為現在所公認的「哲學」兩

字。……philosophy 這個字在井上哲次郎與有賀長雄所編著的《哲學字彙》

中，第一次被確定譯為「哲學」、「形而上學」、「倫理學」等和哲學有關的語

彙，是在明治十四年（1881）。在那之前還不存在著「哲學」這個翻譯字，

表示歐式的哲學還不存在於日本。日本跟中國都還沒有哲學（philosophy）

的概念，福澤卻以歐洲哲學為目標，要求孔孟應在理念世界建構真正的道德

哲學，未免強人所難。26 

 

此外，子安宣邦認為福澤諭吉其實並非否定孔孟身為道德哲學者的地位，福澤自身

與孔孟所面臨的亂世是相同的，日本正處於歐美覬覦的存亡之境，需要作出什麼樣

的改革？儒學以道德為基礎的精神定位能否應付此一困境？福澤諭吉批判儒學就

是為了尋求此一答案。福澤諭吉為了使異質文明轉移入日本國內，必須先定義孔、

                                                      
24 王中江：《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啟蒙思想比較》（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34-

138。 
25 同前註，頁 134。 
26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精讀》（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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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本屬的領域，再確認新的知識與領域，將無形的道德論此種內在之學與政治原理

等外在之學區分開來，表明道德之學對有形外物無法產生作用，方能順理成章地提

倡新的文明。27張鎧麟《文明的逆反－福澤諭吉文明論的流變考察》中歸納出福澤

諭吉對儒教的三種批評及其應對： 

 

福澤諭吉對於儒教的三個批判：從道德實施時間場所的合適與否、道德與政

治的關係、以及對於名分論和君臣倫理的批評。回歸到福澤諭吉對於儒教批

判目的，……，是要如何去突破現有困局，在西方列強環伺中生存以及重新

找回國家的自主性。那麼，前述所提出的三個批判要如何去應對，則以福澤

諭吉所提倡的兩個理念去進行回應。第一、重新定義德智，並且訂下其發展、

提倡順序。第二、從無形的道德（倫理學），亦即所謂虛學，轉向往實學（西

方物理學）的道路。28 

 

該研究探討福澤諭吉一生的文明觀，第三、四章論及福澤諭吉於《勸學》中的日本

國民的指導方針，強調發展智德、破除權力偏重，促進社會多樣性與個人自由。道

德則須隨時代與地區變革而改變，並批評儒教一味強調私德，企圖以無形的道德牽

動有形的政治，支援專制政府。但也提出了福澤是為了突破困局而找出批判儒學此

一方法。29從另一角度而言，福澤如此激烈的批判，更可知儒學影響當時社會之深

及廣。 

區建英〈丸山真男與福澤諭吉思想中的「獨立自尊」與「他者感覺」〉一文認

為福澤雖受到歐化思潮的影響，強調獨立自尊，但根據渡邊浩考察，江戶時代後期

到明治時代前期是儒學教養最為滲透的時期，「一身經歷兩生」的知識分子往往將

儒學價值透過西方概念表達，儒學也因此未能保持獨立的思想體系。多數研究通常

                                                      
27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精讀》，頁 76-81。 
28 張鎧麟：《文明的逆反－福澤諭吉文明論的流變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4 年），頁 66。 
29 同前註，頁 60-74。 

 



8 
 

關注於江戶時期即使學習儒學也難以對政治產生影響，儒學反而服務、擁護當時的

階級制度，使福澤諭吉表現出對儒學激烈的批判。他在西洋文明的脈絡裡主張平等

獨立，將儒學視作反面因素加以批判，常被理解為以西方的近代文明來反對儒學，

但區建英認為福澤的思想明顯包含與儒學共通的因子，文中舉例：孟子提倡人須悟

出自己的善性，「為仁由己」即是一種道德自律，福澤諭吉《勸學》中提倡人們要

修養自己，來達到高尚品格。此種自尊自愛的觀點，不僅是來自西洋的平等博愛，

也切合儒學的核心概念：「仁」亦即愛人的思想，比起西洋的平等博愛，福澤的想

法更近似儒學。另一例子是：福澤諭吉主張每個人都有獨立性，他批評儒學中的夫

妻、父子等上下階級關係，認為這使得人之意志被壓抑只能依附於他人，無法達到

平等。但是福澤諭吉未提到的是儒學的綱常倫理作為社會構成的重要因素，並非只

有三綱五常，儒學更強調與他人共存、尊重他人。福澤諭吉在倡導獨立自尊時，更

強調「份限」，即自己與他人關係的修養，在此意義上，福澤諭吉的思想確實隱含

了儒學的因素。故而福澤在闡述近代倫理時，對儒學往往一面強硬的批判，一面又

無意中倡導，比如福澤在自傳中說：「拿東方的儒教主義與西方的文明主義相比，

東方所缺少的有兩點，即有形的數理學與無形的獨立心。」但在前文卻使用儒學的

觀念來詮釋獨立心：「要認識到人是萬物之靈，既然自尊自重，就不能做卑鄙的事，

也不能行為不端。那些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可恥之事，不論受誰指使，不論受何種

情況所迫也不能去做。要修養自己以達到極高尚的境界。」30他不僅使用儒學詞彙，

闡述內容也包含儒學觀點。談「自由」時，他主張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時，同時必須

尊重他人的自由，否則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自由。他一面採用西洋的自由觀，但又引

用《論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論點，說恕道是古代聖人的教誨，以此來解

釋獨立自尊。種種說法正證明在福澤諭吉的思想內涵裡西洋的倫理與儒學的倫理

                                                      
30 原文：「ソコデ東洋の儒教主義と西洋の文明主義と比較して見るに、東洋になきものは、有

形において数理学と、無形において独立心と、この二点である。」、「また一方の道徳論において

は、人生を万物中の至尊至霊のものなりと認め、自尊自重いやしくも卑劣なことは出来ない、

不品行なことは出来ない、不仁不義不忠不孝、ソンな浅ましいことは、誰に頼まれても、何事

に切迫しても出来ないと、一身を高尚至極にし、いわゆる独立の点に安心するようにしたいも

のだと」福沢諭吉著，富田正文校訂：《新訂 福翁自伝》，頁 252-253。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楊

永良譯：《福澤諭吉自傳：一個影響日本近代化至鉅の頑童》，頁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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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交融互補的，31 

林呈蓉《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提到：「顯見福澤諭吉思考哲學的基本理念「一

身獨立、一家獨立、一國獨立、世界和平」，在《學問之勸》〈初編〉便開宗明義，

一語道破，而這又與中國儒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異曲同工之處。」

32林呈蓉認為福澤在撰寫《勸學》時，之所以對傳統漢學抱持嚴厲批判，依照《福

翁自傳》中福澤自述看來，並非出於一般洋學者對儒學的不認同，而是對儒學有一

定的素養與認知所致。33 

區建英認為在日本近代化中，儒學的理念對理解西洋文明的價值發揮了先導

作用，但也因此儒學的價值被吸收進西洋文明的體系之中，難以被後人認知。儒學

也因服務德川幕府而飽受批判。使得學習西方思想的日本人，大都認為儒學是必須

丟棄的陳腐思想。丸山真男所寫〈福澤諭吉的儒教批判〉將福澤諭吉描述成畢生與

儒教思想鬥爭的英雄，將儒教視作德川封建體制的意識形態，認定儒教是支撐封建

的支柱，所以儒教與獨立自尊形成對立。在丸山真男的研究中，福澤諭吉所批判的

不是儒教思想的體系本身，而是支配著人們行為的思維方式。儒教即使曾被封建體

制運用，但儒教本身並非作為封建體制的意識形態產生的。福澤諭吉所批判的儒教

也不一定等同中國的儒教，主因在日本在引進儒教後，已進行過脈絡性轉換。34佐

藤貢悅也在〈再探「脫亞論」─重評福澤諭吉的儒學觀〉提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意

在擺脫儒教式的政治體制，而非整個東亞文化。35 

綜上可知，前人研究如李永熾、王中江等人之研究大多認為福澤諭吉崇尚西方

文明，是極端的反儒教者，但福澤諭吉幼時在家庭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下研讀儒學經

典，思想上不可避免受到儒學的影響，子安宣邦、區建英給出了另一種提醒，福澤

諭吉必然是深入的學習過儒學領域，才能夠對儒學提出尖銳的批判，因此本研究期

                                                      
31 區建英：〈丸山真男與福澤諭吉思想中的「獨立自尊」與「他者感覺」〉，頁 107-127。 
32 林呈蓉：《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臺北：五南，2017），頁 55。 
33 同前註，頁 150-151。 
34 區建英：〈丸山真男與福澤諭吉思想中的「獨立自尊」與「他者感覺」〉，頁 107-127。 
35 佐藤貢悦：〈「脱亜論」の思想的地平--福沢諭吉の儒教観再考〉，《倫理学》第 20 期（2004 年 3

月），頁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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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此論述上再做出延伸探究，以證明儒學與西學在福澤諭吉的思想裡並非是壁

壘分明的。細看福澤諭吉的論述，可知福澤諭吉並非全盤反對儒學，同時儒學也隱

藏在他的思維與書寫中。 

 

二、張之洞研究回顧 

晚清西學東漸，經世實學興盛，張之洞標榜師出於官、政教合一，是清代中期

以降經世思潮與政局變動下的代表。36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張

之洞的研究與相關傳記相當多，37前人研究可以政治外交、儒學觀、中體西用、教

育思想四大區塊分述之。 

 

（一）張之洞的政治、外交政策與施政成果 

針對張之洞個人的研究多以內政、外交、教育政策與政治行為為主，如：陳存

恭〈張之洞在山西，1882-1884〉整理出張之洞在山西整飭吏制、財政，振興文教

等卓越政績。38趙可〈張之洞與晚清政局〉陳述其如何影響政局，39又如張之洞擔

任湖北學政時，貢獻良多，因此《湖北文獻》有許多關於施政的考獻，40周絹艷〈張

之洞的洋務思想〉則提出其洋務思想付諸實踐所產生的偏差，以及對中國近代化的

影響。41論述軍事主張或行動的有彭賀超〈清末新政伊始地方督撫編練新軍研究〉

                                                      
36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79-180。 
37 例如：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謝放：《張之洞

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張家珍：《舊朝新聲張之洞》（臺北：INK 印刻文學出

版，2009）、張秉鐸：《張之洞評傳》（臺北：中華書局，2018）。 
38 陳存恭〈張之洞在山西，1882-188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下）（1988

年 12 月），頁 1-33。 
39 趙可：〈張之洞與晚清政局〉，《歷史月刊》第 198 期（2004 年 07 月），頁 110-115。 
40 例如：惲茹辛：〈張之洞開辦湖北官報的原始文獻〉，《湖北文獻》第 49 期（1978 年 10 月），頁

42-47。馮天瑜：〈張之洞在湖北的文教興革〉，《湖北文獻》第 96 期（1990 年 07 月），頁 12-24。

涂文學、宋曉丹：〈張之洞「湖北新政」流變考-上-〉，《湖北文獻》第 153 期（2004 年 10 月），頁

11-28。涂文學、宋曉丹：〈張之洞「湖北新政」流變考-下-〉，《湖北文獻》第 154 期（2005 年 01

月），頁 5-30。在《湖北文獻》以張之洞為研究主題的單篇論文共計 17 篇之多。 
41 周絹艷：《張之洞的洋務思想》（臺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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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與朱文瑜、劉鈍〈張之洞與南洋海軍〉43。諸多研究皆以政治手腕與施政成果為

主，對於張之洞政治、外交之研究已相當充實。張之洞雖被稱作儒臣，但前人研究

多聚焦在「臣」，缺乏對「儒」的認識，又或是認為張之洞的儒學思想僵化而未能

進一步探討，故本研究將視線轉向其儒學觀以及中體西用之說，探詢前人觀點以作

為張之洞學問觀可供參照的一大範疇。 

 

（二）張之洞的儒學觀 

張之洞的學問思想以儒學為核心，可惜若單論清代儒學，張之洞是較易被忽略

的人物，例如王邦雄等著《中國哲學史》裡談到道光（1782-1850）以後的儒學僅

提龔自珍（1972-1841）、魏源（1794-1857）、康有為；44余英時《現代儒學論》中

提到清代儒學代表有康有為、譚嗣同（1865-1898）、梁啟超、章炳麟（1869-1936）、

劉師培（1884-1919）等人，未提及張之洞。45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中，對張之

洞思想的論述寥寥幾筆帶過。46須是論述晚清儒者的專書如《清代中後期儒者的儒

教意識》蒐集了眾多儒者關於儒教的文獻，方包含張之洞《勸學篇》與康有為《性

學篇》中對於儒教如何變革的論述。然此書試圖針對儒學宗教化的問題提出解答，

僅是文獻呈現，未有深入探究。從清代具有代表性之儒者們的言論和文章看來，儒

教是聖教，不論是翼教派、維新派，都圍繞著儒教的正統地位爭論不休，一方捍衛

儒教不容變革，一方試圖改革，47而張之洞正是儒教忠實的擁護者。 

龔書鐸在〈略談張之洞的儒學〉將晚清儒學作出概述，儒學內部原本分派眾多，

今文經、古文經、漢學、宋學，宋學又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等，各派之間成見極

深。至鴉片戰爭（1840-1842）後，各派逐漸出現兼融匯通之像，開始講求通經致

                                                      
42 彭賀超：〈清末新政伊始地方督撫編練新軍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1 期

（2016 年 03 月），頁 47-97。 
43 朱文瑜、劉鈍：〈張之洞與南洋海軍〉，《清華學報》第 43 卷第 2 期（2013 年 06 月），頁 283-

310。 
44 王邦雄等：《中國哲學史》（臺北；里仁，2005 年），頁 631。 
45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美國紐澤西州：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年），頁45-38。 
46 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臺北：文津，1994 年），頁46。 
47 胡朝陽選編：《清代中後期儒者的儒教意識》（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頁47。 

 



12 
 

用，道光、咸豐（1850-1861）以降，儒者發現義理考據不可偏廢，兼容漢宋之學

者愈眾。除了調和漢宋，對理學內部的程朱、陸王也加以調和。張之洞的儒學就是

在此環境中發展茁壯。48一般認為張之洞崇尚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早年《讀

經札記》就收錄了〈駁公羊大義悖謬者十四事〉、〈駁公羊文義最乖舛者十三事〉等

文，晚年在《抱冰堂弟子記》裡自言平生最惡公羊學，認為公羊學引導亂臣賊子之

思想。在《勸學篇．內篇．宗經第五》中怒斥教授《公羊春秋》者。但隨後又在《勸

學篇．內篇．守約第八》說青年學子可讀孔廣森《公羊通義》，可見非一味排斥公

羊學，對於公羊學的激烈批評實來自於政治立場的因素。49周育民〈重評《勸學篇》〉

中即提到張之洞從經學上將自己與維新派、守舊派之間劃出界線，批評維新派的公

羊學「其風日肆，實有不宜於今日之世道人心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大毒，可以

殺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50，又在〈循

序〉篇諷守舊派為「迂陋無用之老儒」、「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裡，

雜博之考據，浮誕之詞章，非孔門之學也」51。主張學有本源而識時務的洋務派是

「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教，尊尊而親親，先

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52就張之洞看來，維新派是公羊學的異端，

洋務派與守舊派雖皆出於理學，但守舊派主張內聖外王，洋務派則主張恪守禮義的

同時應習夷智、中體西用，53此即張之洞《勸學篇》的核心思想。 

 

（三）張之洞接觸洋務後的政治核心思想：中體西用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 : 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表示，張之洞

雖不是最早提出中體西用說的人，但張之洞憑藉著學術、政治資源，在《勸學篇》

                                                      
48 龔書鐸：〈略談張之洞的儒學〉，收入河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編：《張之洞

與中國近代化》（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 年），頁 32。 
49 同前註，頁 33。原文可見於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

後》頁 84、104。 
50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84。 
51 同前註，頁 98。 
52 同前註。 
53 周育民：〈重評《勸學篇》〉，收入河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編：《張之洞與中

國近代化》（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 年），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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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一觀念常識化、口號化，他對體用的運用大多不在其理學本義層面。中體西用

的重要課題是堅守中學為體、規劃新式學制、重建知識結構，以及在西式學制內中

學應如何存續等等，張之洞如此折衷的作法，極可能藉助於清代中期以來漢宋之學

折中的經驗。54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定意識形態的西化體論》

以《勸學篇》為主要探討文本，對張之洞有關中體西用的思想作出較為完整的論述，

薛化元認為《勸學篇》申明了中體的核心為三綱五倫，儒學綱常具有絕對性與優位

性，其論述如下： 

 

  張之洞在此指出，當時的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

社稷為第一義」，說明「保國家」、「保聖教」與「保華種」是「三事一貫」，

並指出「保國」的優先性，至於所謂的「聖教」，一方面指涉的是「五帝三

王」以降帝王「明道垂法」的聖人之道，尤其是「體制教學」下官定朱子學

系統的儒學，由此可見「勸學篇」思想的終極關懷，以及其思想的目的性。

其中國家（朝廷）的概念強調，顯示出某種程度時代意義。 

  同時他對於作為中體核心的三綱五倫賦予絕對性，強調「天不變，道亦

不變」，而所謂「不變」之道，也就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中「所

因」的「三綱五倫」，並引用朱熹注解的「親親」、「長長」和「男女有別」

乃是「不可得與民變革者」，而「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

異議」，認為「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而張之洞在

「變法」篇中，再次強調「道者所以立本也，不可不一」，而所謂的「道本」

就是「三綱四維」，並認為一旦捨此則「法未行而大亂作矣」。55 

 

薛化元指出身為體制內的張之洞以保國、保聖教、保華種為「三事一貫」，並以保

                                                      
54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頁 281-282。 
55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定意識形態的西化體論》，頁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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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優先，其聖教指涉體制下官定朱子學系統的儒學。他批評張之洞對於民權思想

的批判是其改革理論上的極限。也因在維新運動越演越烈之時，張之洞乘勢發表

《勸學篇》反而成為維新運動的逆流，故被認為是狡猾官僚、雙面派人物。56然而

在《作為方法的中國》第二章中，溝口雄三認為，過往對於張之洞所保衛的國家是

否僅是保衛專制的清王朝的負面評價需再考察，就歷史上的意義來說，張之洞的保

國是基於「國」一旦滅亡，則「華種」也會隨著「聖教」而亡的認識，國之存亡即

人民存亡，即天下存亡。這個天下並非止於國家觀念，也是被聖教充滿的道德空間，

也是中華文明的概念。保國包含了文明、人民、國家、王朝。張之洞要藉著引進「西

用」來護持「中體」。57 

蔡振生《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提到中國傳統歷來堅持體用一源，張之洞將中

學與西用以體用結合，卻是不自覺的從理論上將中西文化衝突推向明顯對立。58張

崑將〈佐久間象山與張之洞〉也提到，張之洞在《勸學篇》所主張的中體西用是分

說體用，「學用而略體」，但體用具有不即不離的關聯性，未能觸及真正的「體」，

如物理、數學理論，也就無法真正學到及運用西方的「用」，如文明器物。59李細珠

《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以為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文化觀是以中庸思想做為基礎，

主張在引進西方文明之前，要先用儒家道德精神消除歐洲極端物質實利主義文明。

60張之洞批判民權不利於傳統的倫理秩序，更有害於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傾向於

君主立憲政體，反對民主共和。61 

江燕媚《張之洞「通經致用」教育思想研究》中敘述了張之洞此書在《申報》

上備受讚譽，《勸學篇》經由傳教士翻譯成法文、英文出版，在紐約、芝加哥、多

                                                      
56 同前註，頁 201。 
57 溝口雄三著，孫軍悅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頁

57。 
58 蔡振生：《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142。 
59 張崑將：〈佐久間象山與張之洞〉，《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訊》，本文係 2010 年 9 月

與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共同主辦之「朱子學と近世‧近代の東アジア」學術

研討會中所發表之論文。 
60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頁 64-

66。 
61 同前註，頁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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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多、倫敦等地出版的《勸學篇》被更名為《中國唯一的希望》（China's Only Hope）。

1902 年，上海《東亞雜誌》詳細介紹張之洞的《勸學篇》，稱張之洞是卓越的改革

領袖人物。但此書也引來維新派的猛烈抨擊，如何啟（1859-1914）、胡禮垣（1847-

1916）在 1899 年從政治角度對此書進行了逐一批駁，批判該書一無是處，現代董

寶良、熊賢君所合著《從湖北教育看中國教育近代化》則批評中體西用二者不可得

兼。62錢穆（1895-1990）則認為《勸學篇》體現了張之洞的覺悟和進步，張之洞撰

寫《書目答問》時，主張讀書先博厚約，《勸學篇》中則由約入博以存中學，經學

先讀朱子所注《四書》，納入理學，小學退居末座，甚至只要求讀《近思錄》、《東

塾讀書記》等即可，所列書目不及二十四年前所著之《書目答問》中所列書單的十

分之一。63 

另外，有數篇研究直接批評張之洞《勸學篇》對民權、自由的誤解，例如蘇雲

峰〈張之洞的中國官僚系統民主化構思──對張之洞的再認識〉與方炳林〈張之洞

教育思想〉兩篇統整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及其在教育文化上的地位影響，

批評《勸學篇》書中三綱五常、壓抑女權的思想落伍。64劉吉原〈張之洞中體西用

思想之研究〉闡述張氏保國、保種、保教、尊君、反民權等主張，來討論其忠君愛

國、衛道崇儒、排斥民主的保守思想。65可看作是對《勸學篇》的回應與批評。 

 

（四）張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 

要深入了解張之洞《勸學篇》中學問觀的具體實踐，可以考察其教育思想。張

之洞為官時期，對學制、教育皆有巨大影響，其改革的核心便是不違儒學。蔡振生

《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一書以張之洞一生為經緯，論述張之洞每一階段的教育思

                                                      
62 江燕媚：《張之洞「通經致用」教育思想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史學組碩士論文，2012

年），頁 75-76。 
63 錢穆：〈學籥〉，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1995

年），頁 115-116。 
64 蘇雲峰：〈張之洞的中國官僚系統民主化構思──對張之洞的再認識〉，《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第 8 期（1989 年 09 月），頁 181-184。方炳林：〈張之洞教育思想〉，《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

所集刊》第 6 期（1963 年 12 月），頁 19-87。 
65 劉吉原：《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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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書中認為張之洞主張兼採漢宋之學，將漢學視為根本，強調考據訓詁在推源經

典原意上的作用，同時也重視宋學的修養功能。張之洞作為古文經學學者，對於公

羊學的強烈反對源自於學術流派的分歧，以及與康有為等人變法維新的政治觀點

的歧異。66王松溪〈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亦提到張之洞學宗漢儒，又師宋儒檢束

身心，身體力行之理，故主張打破漢學之繁瑣、宋學之虛玄，提出當務之急在於致

用。67曾麗華〈從「輶軒語」到「勸學篇」看張之洞的思想〉也提到在甲午戰爭以

前，他的思想有強烈的經世致用色彩，《輶軒語》清楚體現了對儒教的擁護，「讀書

宗漢學，制行宗宋學」，為學旨在通經致用。隨著調任兩廣，張之洞對西學有了認

識，隨著對西學的體悟逐步增加，思想也由通經致用逐漸轉成中體西用。甲午戰後，

朝廷上下一片維新改革之聲，張之洞的《勸學篇》以朝廷大吏身分而作，立場不脫

愛國忠君，被視為是在澄清自己的政治立場，表達對滿清皇室的忠誠。68 

蘇雲峰對張之洞的教育思想有比較全面地論述，在〈張之洞的教育思想〉一文

說明清代的政治社會體系是維護權威與現狀的專制體系，因此清代的教育系統也

以培養能夠加強或維護此一系統的知識份子為目的。張之洞擔任學政與總督時，除

了培養經世致用、衛道救國的人才，也對此一體系做了建設性的修改與充實。69如

王宮田〈張之洞「勸學篇」之教育思想〉梳理《勸學篇》中的主要內容，列出了對

於西學之學制、遊學等改革方向。70無可否認的是，《勸學篇》飽含忠君愛國的傳統

與反對民權的思想，他欲以儒學去端正士人的思想方向，培養忠君愛國的情操，從

政府的立場而言，知識分子必須忠於滿清政府，因此以西學去培養洋務專才的目的

是使國家富強，希望中國在經濟與科學上能獨立自主。《勸學篇》中「西用」的內

涵頗具系統性，諸多論述頗受朝中重視，包括重視洋務教育，改制科考、設立電報

學堂、水陸師學堂、洋務處，籌建鑄鐵廠、兵船廠等，可觀察到其實用主義的思想

                                                      
66 蔡振生：《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頁 242。 
67 王松溪：〈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教育文粹》第 11 期（1982 年 06 月），頁 78-84 
68 曾麗華：〈從「輶軒語」到「勸學篇」看張之洞的思想〉，《史學會刊》第 34 期（1990 年 06

月）， 頁 29-43。 
69 蘇雲峰：〈張之洞的教育思想〉，《新知雜誌》第 3 卷第 4 期（1973 年 08 月），頁 18-38。 
70 王宮田：〈張之洞「勸學篇」之教育思想〉，《女師專學報》第 10 期（1978 年 06 月），頁 281-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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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逐漸壓過衛道思想。但他仍未輕忽中學，要求西式學堂的學生每日清晨都須先

讀四書五經數刻，以端其本，晚年創立廣雅書院以作為維護傳統價值的堡壘。雖然

張之洞一再強調維持傳統，但事與願違，傳統教育在興辦西式教育事業的潮流中逐

漸被削弱。衛道思想與實用主義在根本上無法妥協，終究會產生互斥與抵銷的現象。

71蘇雲峰亦在《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寫道張之洞的思想由實用主義與正統主義

構成，以實用主義為手段，以保國、保種、保教為目的，因著實用主義而引進西學，

受制於正統主義而無法擺脫傳統。72 

在張之洞的教育思想實踐的研究方面，周漢光《張之洞與廣雅書院》提到，張

之洞在《勸學篇．內篇．知類第四》引用《易經》：「君子以類族辨物」，《左傳》：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證明西人歧視外族，中國人受西方不平等待遇乃必然之

果，從而勸告中國人須保種保教保國以求自存。《勸學篇．內篇．同心第一》歷述

中國數千年歷史，文化博大精深，其精華正在於維持名教，《勸學篇．內篇．循序

第七》提到西方國家的學校也須每天誦讀聖經，學習拉丁文、先熟悉本國地理再瞭

解全球，教科書也多稱頌本國先王等，張之洞欲以此來主張中學為根本的重要性。

張之洞認為孔孟之學是有其永恆價值的，其宗經之說申明讀經才能了解中國傳統

文化，他創立存古學堂，在「奏定學堂章程」中訂出的各類課程，都強調讀經是必

修科目。他在《勸學篇．內篇．守約第八》陳述各種讀書守約之法，提出以約存博

的方法，例如讀經要通大義，能治身心、治天下，讀史要考究治亂典制，讀諸子要

以不悖孔孟經義為佳……等，以達到中西兼顧的目的。73他重視經世致用，認為讀

書在乎明理，使人品雅正、對國家有幫助。 

陳國球〈文學立科──〈京師大學堂章程〉與「文學」〉述及張之洞在主導〈奏

定大學堂章程〉的分科問題上基本沿襲日本，但堅持再多加「經學」一科。證實了

張之洞試圖在西學的知識架構下求存，尊經意味濃厚。74故而黃琬柔在《古存則道

                                                      
71 蘇雲峰：〈張之洞的教育思想〉，頁 18-38。 
72 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76 年），頁 35。 
73 周漢光：《張之洞與廣雅書院》（臺北：文化大學，1983 年），頁 86-90、97-98。 
74 陳國球：〈文學立科──〈京師大學堂章程〉與「文學」〉，《漢學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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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晚清存古學堂學人的學術思想與經世的追求》中便認為張之洞提倡的儒學實

具有極重要的政治意涵，以儒家為本位的教育，強調文化上的認同感，要融滿漢為

一國，塑造民族共同體，張之洞提倡中學為體的經學教育，其實在灌輸忠君愛國的

思想。他為調配中西煞費苦心，只為致力培養體用兼備的人才。黃琬柔並指出洋務

派與維新派皆意圖會通中西，如詮釋《周禮》時，張之洞與康有為、梁啟超學識、

觀點並無不同，關鍵只在於誰能在解讀經典時，一面從傳統中找到理論支持改革，

一面佔據輿論上的主動權，因此逕自將張之洞斥為守舊，是忽略了張之洞所處的背

景時代意義。75 

綜上可知，張之洞的儒學旨在兼容漢宋之學，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排斥公羊學，

其儒學觀似乎完全建構在忠君愛國的政治思想中，繼而落實在教育政策上。前人研

究多認為張之洞以為儒學能夠以教為政，政教相維，最能有效維持政治穩定。儒學

是張之洞一切政治文化教育事業的前提。他形塑了中體西用架構下新的儒學體系，

在教育實踐上，創立存古學堂、提倡以經學為首的八科之學。認為中國儒家文化與

倫理制度比西方文化先進，應立足中國固有根基，選擇性學習西方文明。76 

從張之洞的前人研究可知普遍觀點認為張之洞堅守儒學中的三綱五倫以穩定

政權，思想迂腐落伍，中體西用說的相關研究多以儒學與西學做正反對比，導致相

關研究多在質疑中體西用說以及批評張之洞對西方文明的看法狹隘，卻似乎忽略

了其思想脈絡與時代因素等重要影響，儒學作為傳統學問，已是難以動搖的社會根

本，張之洞既是飽讀儒學經典的士人，也是朝廷聲望正隆的重臣，在保守派與維新

派激烈交鋒之際，洋務派主張的中體西用或許是當時折衷的解決之道，既符合儒學

的中庸之道，也未放棄追求先進的文明利器。因此本研究試圖證明張之洞所調和儒

學與西學之策略，應當已是較為適合當時社會的學問藍圖。 

                                                      
06 月），頁 375-377。 
75 黃琬柔：《古存則道存──晚清存古學堂學人的學術思想與經世的追求》（臺北︰東吳大學歷史

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頁 5、32-22。 
76 吳龍燦：〈風雲際會的晚清新經學轉型：張之洞與廖平的師生交往及其學術史意義〉，收入陳廷

湘編：《川大史學（第二輯）·文化史卷》（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49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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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澤諭吉與張之洞的比較研究回顧 

目前將福澤諭吉與張之洞二人並列比較的研究，雖有數篇期刊將二人「勸學」

一書作比較，但都聚焦在民權上。如王中江〈福澤諭吉和張之洞的「勸學篇」〉陳

述福澤諭吉的《勸學》體現了現代化過程中的啟蒙主義特質，張之洞的《勸學篇》

則傳達了現代化過程中格外緊張不適的傳統主義傾向。王中江將二人的思考完全

對立起來，福澤諭吉是自由、開明的知識份子，張之洞則為封閉、頑固的官僚。福

澤諭吉突破封建，批判名分，營造平等，強調獨立自尊；張之洞維護綱常名教，強

化臣民意識，鞏固王朝統治。王中江批判張之洞誤解民權，誇讚福澤諭吉提倡自由

民權。認為張之洞助長了中國的自大心理，不能認真反省困境，進而向西方學習。

77曾德雄〈兩種「勸學」，兩條道路〉也認為二人對於權利的解析不同，78鄭燕虹〈張

之洞的《勸學篇》與福澤諭吉的《勸學篇》之比較〉認為二人此書在中日兩國的社

會轉型時期都起了重要作用，但二人對於民權的主張是為互斥對立。79劉悅斌〈從

兩部《勸學篇》看中日近代文化發展方向的不同選擇〉解釋原因在於二者撰書動機

不同，福澤諭吉提倡人權，張之洞則為富國，80崔淑芬在〈福澤諭吉的《勸學》與

張之洞《勸學篇》〉中觀點略有不同，文中比較二人的文明論與教育思想，認為二

者皆追求國家獨立富強，同樣重視「實學」。不同之處可能在於對儒學的觀點，福

澤諭吉認為傳統儒學是困難不實用的學問，更是協助專制制度的產物，與民權互相

牴觸，其三綱五常的腐舊秩序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難以繼續實行。福澤諭吉所言

「一身之獨立」是期待父兄教育子弟獨立，教師教育學生獨立，士農工商皆獨立方

能使國家得到保障，且當時正值明治政府致力於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的政策，遂以

儒教此封建文化作為批判對象。張之洞則反對自由、民權，主張以「三綱五常」激

                                                      
77 王中江：〈福澤諭吉和張之洞的「勸學篇」〉，《二十一世紀》第 14 期（1992 年 12 月），頁 27-

36。 
78 曾德雄：〈兩種「勸學」，兩條道路〉，《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8 期，頁 89-

94。 
79 鄭燕虹：〈張之洞的《勸學篇》與福澤諭吉的《勸學篇》之比較〉，《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

報》2006 年第 6 期，頁 25-28。 
80 劉悅斌：〈從兩部《勸學篇》看中日近代文化發展方向的不同選擇〉，《學術界》2011 年第 2

期，頁 16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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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忠愛、尊崇朝廷、保衛國家為第一優先，人民親親尊長方能使天下安定。中國自

負於長遠的歷史，故產生中體西用的折衷思想，也因此限制了中國近代化發展的道

路。81葉國文〈中日《勸學篇》西學思想比較〉分析二者差異根源在於中國文化是

屬於自行生成的，日本文化是向外吸收而來，因此張之洞中體西用護持中學，輕忽

西方的文化與制度，反對平等、自由、民主，福澤諭吉強烈批判傳統文化，主張西

化，於是二人分別將國家近代化引導向不同的道路。82山本忠士〈福澤諭吉與張之

洞：中日近代化與兩本《勸學篇》〉則是從二人背景去探尋「勸學」的內容差別為

何如此巨大，福澤諭吉到過西方實地參訪，張之洞則未親身見聞西方風景，故而呈

現「勸學」一書如此對立的觀點。83  

上述研究雖都以張之洞的《勸學篇》與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做比較，但可觀

察出兩個問題：1.研究集中在論述二人對於民權觀點的分歧上，並且將二人作為極

端對比，張之洞迂腐頑固、不知變通，福澤諭吉文明開化、思想進步，但此種對比

可能只是將二人作為中國與日本政府的象徵物來形成對照組，張之洞若守舊，就不

會提出中體西用之說；福澤諭吉提倡西方的平等博愛，但對中國與儒教的蔑視與攻

擊，卻似乎未能實踐平等博愛。2.二人之比較研究未有從該書的學問觀出發之論述，

二書既名為「勸學」，宜追尋根本，探其所勸之學為何，以建構二人的思想世界。

若能觀察二人在學問觀的搭建上是否有所異同，就能察覺兩本《勸學》俱是時代脈

絡下受政治權力、文化思想交互影響的產物，二人對於經典的詮釋策略可能是相似

的，並非完全對立。 

 

 

 

                                                      
81 崔淑芬：〈福沢諭吉の『学問のすすめ』と張之洞の『勧学篇』〉，《筑紫女学園大学紀要》第 14

期（2002 年），頁 156-157、160-161。 
82 葉國文：〈中日《勸學篇》西學思想比較〉，《江西社會科學》2002 年第 7 期，頁 127-130。 
83 山本忠士：〈福沢諭吉と張之洞：―中日近代化と二つの『勧学編』―〉，《国際情報研究》第 5

卷第 1 期，（2008 年），頁 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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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行研究回顧 

綜合前述前人文獻，張之洞的相關研究可分為兩大方向： 

(1) 肯定張之洞身為晚清重臣的政治作為。例如整飭吏治、振興文教、改革學

制、興辦洋務等，對於當時情勢確實有所助益。 

(2) 中體西用思想實踐失敗。衛道崇儒的張之洞雖試圖調和中西，以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但對於已到末路的滿清政府是緩不濟急，中體西用之法宣告失

敗。 

另一方面，福澤諭吉作為日本文明的啟蒙者，前人研究傾向於： 

(1) 多聚焦在文明論，推崇福澤作為日本文明的啟蒙者，極力擺脫封建，積極

影響明治初期的社會思潮。 

(2) 批判儒教，痛斥中國為惡鄰，主張殖民臺灣。 

再從二人相關研究來看，可得知二人研究的兩大傾向： 

(1) 多聚焦在二人的政治與社會貢獻上。 

(2) 研究普遍將張之洞歸為陳腐守舊的傳統知識分子，較忽略其時代脈絡下，

張之洞對於儒學與西學的匯通與突破。福澤諭吉則是文明開化支持人權

的啟蒙者，備受讚揚，卻忽略了其在支持人權平等的言論中隱含的儒學思

想。 

(3) 二人的學問觀多流於表面論述。例如張之洞的儒學實為擁護政府所用，福

澤諭吉全面反對儒教，此即忽略了當時儒學思想對二人產生的深切影響。

影響應該是雙向互動的，二人皆自幼研讀儒學，張之洞是儒家士大夫，論

述中處處可見儒學思想。福澤諭吉幼時在私塾學習儒學，對封建制度極度

不滿，看似批評儒學其實更是在抨擊封建制度。因此儒學經典也必然影響

了二人的思維與書寫方式。 

形成前述結論傾向之原因可能在於歷來研究較少單獨集中論述二人學問觀，

即使以二人《勸學》、《勸學篇》為主的研究也多將焦點放在民權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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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進路 

一、研究課題 

本研究期能透過二人《勸學》中的學問觀之比較來探討以下問題： 

(1) 張之洞擁護儒學被認為愚忠腐儒，評價是否有不盡公允之處？張之洞所

提的中體西用說之學問架構是否有其價值？。 

(2) 福澤諭吉被視為極端的反儒教者，全盤西化的主張是否必定包含全面反

對儒教？ 

(3) 福澤諭吉與張之洞對於東方經典的看法為何？《勸學》與《勸學篇》書中

對於學問的目的與理念有何異同？ 

(4) 集中關注其學問思想架構。梳理福澤諭吉與張之洞對於民權、國權、人民

與政府的關係之觀點。例如二人《勸學》中民權思想之比較，前人研究多

認為張之洞迂腐而反對民權，福澤諭吉開明且支持平權，但往往忽略二人

時代背景的脈絡。若忽略二人經歷，評價則容易流於片面。 

本研究以近代西力東漸為背景，期在探討張之洞與福澤諭吉如何將傳統經典

或思想進行改革以回應時代需求，同名卻異構的《勸學》對當時又有何影響，並試

圖對二人思想評價再作檢視，以期呈現二人所欲展現的價值理念與權力結構的互

動樣貌。 

 

二、章節架構 

本研究共五章，期能說明近代東亞在西學衝擊下，中西學問的流傳使得知識分

子對於經典的解讀方式受到什麼樣的影響，以呈現中學與西學在中國與日本兩種

不同層次脈絡的進行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跨文化詮釋現象。 

除首章緒論以及最末章結論外，第二章先探究二人的成書背景。先分兩節闡明

二人時代背景，探討福澤諭吉與張之洞面臨的社會變局。福澤諭吉身處德川幕府大

政奉還，明治政府成立之時期，政府政策與社會制度煥然一新；張之洞面對晚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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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內憂外患，朝中勢力互相傾軋。第三節則比較西學衝擊下，中日兩國知識份子所

面臨的局勢處境有何差異。 

第三章具體分析比較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中的學問觀。第一

節先分述二人對舊有東方經典的看法，以及二人在書中所展現的學問理念與目的。

第二節以二人皆有做出完整論述且看似衝突最大的觀點來做深究探討，分成民權

觀點、國際關係、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三點論述。 

第四章則整理時人對於張之洞《勸學篇》與福澤諭吉《勸學》的評價及其社會

影響。第一節說明福澤諭吉《勸學》引起的輿論迴響與政府政策的關聯性，福澤諭

吉的《勸學》並不像張之洞是一次性全部付梓，而是在幾年之間一篇一篇陸續推出，

因此《勸學》書中還可看到福澤諭吉對於所引起的社會輿論的回應。第二節則將目

光轉向中國當時政府、士人，甚至外國知識分子對於張之洞《勸學篇》的評價，《勸

學篇》雖受到維新派的強烈抨擊，認為中體西用不可行，但意圖會通中西的思想卻

在朝野與西方受到好評。《勸學篇》在吸收外來實務的積極作為上，盡力保存傳統

文化，可能被視為是當時中國的最佳對應方式。第三節承續前文，探討當時中國與

日本的知識份子所追求的理想學問樣貌，以及知識份子在當時社會中所扮演的角

色與地位。最後於第五章結論綜合前述章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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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的成書背景 

十八世紀末，西方列強挾帶船堅砲利來到東方叩關，東方諸國不得不正視西方

強大武力背後嶄新的制度與思想。中國知識份子分裂成保守派、洋務派與維新派爭

擾不休，在日本，許多知識分子看到了黑船事件與中國面臨的困局，強烈意識到國

家危機近在眼前。中日兩國的知識份子不得不對異文化的進入展開論辯與思考。 

 

第一節 福澤諭吉與幕末到明治的社會與學術 

福澤諭吉是活躍於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初期的學者，出生於江戶時代後期，幼

年受儒學教育，成年後接觸西學，並親自到訪歐美三次，對於西方文明有深刻的領

悟。從封建的德川幕府到西化的明治政府，劇烈的社會轉變深刻地影響了福澤諭吉

的思想與學問觀。明治政府成立後，他極力主張文明開化，著述眾多，在明治維新

時期扮演了引介西洋文明、啟迪民智的重要角色。 

 

一、幕末到明治的變局 

以武力建立政權的德川幕府，將封建的階級組織推廣到全社會，構成等級森嚴

的士農工商四民社會。將軍立於社會的至高點，上層階級透過種種嚴謹的儀式、排

場來維持自身的權威。為了維持階級的正當性與恆久性，儒學被視為極佳的工具，

84日本自源平時代開始武家政治，武士依靠武力爭鬥、搶奪地盤，成為統一局面下

的不安定因子，德川幕府的創立者德川家康運用儒學中的五倫、五常的倫理體系作

為社會秩序的理論依據。85 

此一時期社會平和穩定，武士逐漸無用武之地，德川中期，許多大名在屬地設

立藩校，武士階級普遍接受儒學教養，許多武士不僅僅是武士，同時也是漢學者，

                                                      
84 渡邊浩著，區建英譯：《東亞的王權與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15-20、

60-61。 
85 五倫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常為仁、義、禮、智、信。陳景彥、王玉強：《江

戶時代日本對中國儒學的吸收與改造》（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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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思想因此得以影響實際政治。例如水戶學派學者雖然是武士，但思想上服膺儒

學，86他們強調大義名分，以尊王敬幕、華夷之辨為主要思想，質疑幕府的合法性，

進而影響幕末尊王倒幕的行動。如吉田松陰（1830-1859）原本主張尊皇敬幕的忠

誠觀，但在美國叩關後，轉為尊王倒幕的挑戰者，成為廢封建，尊皇統的先聲。87 

十六世紀開始葡萄牙、西班牙勢力進入日本，天主教勢力同時逐漸發展，引起

幕府的疑心，於是德川幕府於 1613 年下令全國禁教，甚至禁止英國、荷蘭以外的

國家商船到日經商，商船只能停泊平戶、長崎二港口，形成鎖國。88但此種幕府威

權體制在西方強力叩關之後產生動搖，陷入困境。1853 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

長官培里（M. C. Perry, 1794-1858）挾船堅砲利向日本叩關，幕府被迫開國，西方

勢力強勢進入日本，日本國內尊王攘夷之聲漸長。1867 年以薩摩藩與長州藩為首

的討幕派要求德川幕府交出政權，建立以天皇為主體的政府。89幕府將軍德川慶喜

在脅迫下只好向天皇奏請大政奉還，封建制度就此瓦解。1868 年明治維新開始，

廢藩置縣、廢除世襲制，施行四民平等，頒布廢刀令使武士的標誌消失，華族、士

族、平民之間可以通婚。原本依照世襲決定地位的社會轉為依靠個人教育程度與成

就，社會氣象一新。 

原先嚴格的封建世襲制度堵塞各種人才發展的可能性，使得百姓尤其是下級

武士對於封建制度懷有不滿。90福澤諭吉出生於貧窮的武士家庭，他對於封建社會

抱有極度的不滿，認為封建制度限制了人民的發展。福澤諭吉的父親是下級武士亦

是漢學者，崇尚古義學派的伊藤東涯（1670-1736）。大哥也同是崇尚孝悌忠信的漢

學者。福澤諭吉幼時在父親與兄長的薰陶下學習漢學，並進入白石私塾讀書。白石

私塾屬於古文辭學派裡的龜井學派，福澤諭吉在此一時期除了熟讀《論語》、《孟

子》、《詩經》、《尚書》、《左傳》等儒學典籍之外，諸子百家如《老子》、《莊子》也

                                                      
86 渡邊浩著，區建英譯：《東亞的王權與思想》，頁 74、98-99。 
87 馮天瑜：《「封建」考論》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15-123。 
88 陳景彥、王玉強：《江戶時代日本對中國儒學的吸收與改造》，頁 23-28。 
89 李永熾：《日本近代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1992 年），頁 1-6。 
90 依田熹家：《日本通史》（臺北：揚智文化，1995 年），頁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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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涉獵，他自言算得上是半個漢學者。91 

在鎖國時期的德川幕府，蘭學是唯一能接觸西方文明的管道，當時鑽研蘭學的

人仍屬少數。1854 年，福澤諭吉隨大哥前往長崎，開始接觸蘭學，隨後經過大哥

的規勸前往大阪，進入了名醫緒方洪庵設立的適塾，學習蘭學，直接攻讀原文書。

在此一時期，他逐漸對幼時所讀的中國古籍產生質疑。當他輾轉到江戶後，便確立

了追求西學的志向。三次親訪歐美的經歷基本奠定了他思想的基礎。92當時德川幕

府在培里叩關後被迫開國，幕府開始派遣使者前往歐美，福澤諭吉被徵召為翻譯，

三次隨使節團前往歐美旅行，這三次的文化衝擊讓福澤諭吉大開眼界。1859 年幕

府派遣使節前往美國，福澤諭吉以僕從的身分隨團前往，在美國的三個月期間，他

實際觀察西方社會與文明；1861 年，他再隨使節團前往歐洲，遊歷法、英、荷、

德、俄、葡萄牙等國，這一次他觀察到西方選舉、徵兵等制度層面，體認到日本不

論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遠遠落後於歐美各國。1867 年赴美期間，對於西方社

會他又再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觀察，並購買大量原文書返國，這些原文書也成為日後

慶義義塾的重要藏書。幾年來陸續三次遊歷的經驗促使他著成《西洋事情》初編三

冊（1866,西洋事情）、外編三冊（1868）、二編四冊（1870）共十冊，詳細介紹了西

方的物質與文明進步。 

大政奉還後，具有維新思想的長州藩、薩摩藩等倒幕志士們進入政府擔任重要

職位，他們從外交、軍事、財經、司法、教育等各方面仿效西方制度，明治元年到

明治十年（1877）是明治政府致力於向西方文明邁進的時期。明治元年所頒布〈五

條誓文（五箇条の御誓文）〉93揭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明治十年至明治二十二年

                                                      
91 福沢諭吉著，富田正文校訂：《新訂 福翁自伝》，頁 9-30。 
92 同前註，頁 31-74、115-168。 
93 〈五箇条の御誓文〉是由明治天皇所頒布的誓文，內容為明治政府的施政方針，包括聽取輿論

意見，上下一心，破除陋習，廣泛求知，振興皇國：「一、廣ク會議ヲ興シ萬機公論ニ決スベシ 

一、上下心ヲ一ニシテ盛ニ經綸ヲ行フベシ 

一、官武一途庶民ニ至ル迠各其志ヲ遂ゲ人心ヲシテ倦マザラシメン事ヲ要ス 

一、舊来ノ陋習ヲ破リ天地ノ公道ニ基クベシ 

一、智識ヲ世界ニ求メ大ニ皇基ヲ振起スベシ 

我國未曾有ノ變革ヲ爲ントシ  朕躬ヲ以テ衆ニ先ンシ天地神明ニ誓ヒ大ニ斯國是ヲ定メ萬民保

全ノ道ヲ立ントス衆亦此旨趣ニ基キ協心努力セヨ。」亘理章三郎：《五箇条之御誓文解釈の考

拠》（東京：斯の道学会，1929 年），頁 3。該書見於国立国會図書館網站，網址：http://dl.ndl.go.j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080498?tocOpen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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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公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大日本帝国憲法）》94確立君主立憲制以及議事機

構，完成了天皇體制。但受到西學影響，國內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的熱潮尚未消

退，政府除了設法言論控制外，更將國內的壓力轉向海外，以積極向海外擴張來轉

移人民的焦點。隨著民權派的瓦解，國權主義越漸高漲，福澤諭吉也經歷了此番社

會價值與文化的劇烈變遷時期。95因此明治元年（1868）至明治二十七年（1894）

這段期間可說是日本在形式上從封建走向近代國家體制的階段。明治政府在民族

危機和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來學習西學，追求文明開化、積極攝取西方體制文化，實

行各種以西歐資本主義文化為目標的改革來破壞舊有封建體制，以自由平等來解

除封建束縛，例如廢除賤民稱謂、禁止買賣人口、職業遷居自由……等等。96種種

作為都以求盡速趕上西方文明的腳步為目的。 

 

二、從《西洋事情》到《文明略概略》再到《勸學》 

西力東漸之際，日本產生了高度的危機意識，如何面對西方諸國，內部也分成

兩派，一派主張以武力擊退洋人，一派則主張學習西學以鞏固國家。幕府時期便有

吉田松陰、緒方洪庵等人主張學習西學，明治政府成立後，隨即確立了西化的施政

方針。福澤諭吉樂見於政府致力於文明開化的作為，其言論也開始迎合政府，大力

批判日本舊社會體制，以啟蒙的觀點來支持政府的政策。97前人開拓加上政府支持，

使得福澤諭吉在呼籲日本邁向文明開化時受到的阻力也因此較小。 

福澤諭吉最為著名的三套著作分別為：《西洋事情》（西洋事情,1866-1870）、

《文明論概略》（文明論之概略,1875）與《勸學》（学問のすゝめ,1872-1876）。《西

洋事情》初編三冊、外編三冊、二編四冊，共十冊，介紹了西洋的文明開化與各國

                                                      
p/info:ndljp/pid/1080498?tocOpened=1（搜尋日期：2019/06/10）另国立公文書館網站亦可見此公

文，網址：http://www.archives.go.jp/ayumi/kobetsu/m01_1868_02.html（搜尋日期：2019/06/10） 
94 国立国會図書館網站：《大日本帝国憲法》，網址：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2.html

（搜尋日期：2019/06/10） 
95 林正珍：〈福澤諭吉社會思想的研究──以其人性觀為中心〉，《興大歷史學報》第 2 期（1992 年

03 月），頁 135-160 
96 李永熾：《日本近代史研究》，頁 1-6。 
97 林呈蓉：《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頁 4、114。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080498?tocOpened=1
http://www.archives.go.jp/ayumi/kobetsu/m01_1868_02.html
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2.html
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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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可說是福澤諭吉思想的基石，《文明論概略》、《勸學》中文明開化的觀點皆

由此書延伸而來。《文明論概略》主張日本應走向文明開化，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98批評缺乏文明精神的儒教與以儒教為護身符的封建制度正是阻礙東亞進步的主

因。99福澤諭吉認為洋學者不可只重視器物文明，他認為知識份子在學習西方思想、

制度、乃至於精神層面都必須再深入一層，不但要學習物質文明，更要了解精神文

明，最重要的便是獨立自主的精神。 

明治五年（1872）福澤諭吉開始撰寫《勸學》，歷時四年九個月，全書共十七

篇，該書目的在於批判傳統價值體系和舊封建社會，主張追求實學，達到個人精神

獨立，若人人獨立則可達到國家之獨立。他自言此書原本是故鄉中津想要辦學，請

他以學問的精神為題寫作一篇。他在完成後期待能將此精神推廣至各地，故而出版。

未料一出版即大受歡迎，發行量高達三百四十萬冊，對國內影響極大，福澤諭吉自

己推估當時日本每 160 人中就有一人讀過此書。100也由於福澤諭吉對於日本社會

的極大影響力，明治政府數次對福澤諭吉拋出橄欖枝，但遭他拒絕。福澤諭吉堅持

在野，此一作風切合他在《勸學》書中屢次提及的觀點，他認為洋學者不應一心只

想從政，而是要留在民間興辦實業，展現一身獨立的風範，成為人民的楷模，這才

是學者在社會上的價值。他以身作則，從事出版與成立學校「慶應義塾」，定期舉

辦「三田演說會」。101利用《時事新報》等傳播媒體教育日本國民。福澤諭吉一生

出版書籍多達六十部 116 冊，論述範圍從思想、政治、教育、經濟，乃至男女平等

的問題皆有觸及。102 

福澤諭吉倡導人有自由之權利，也有社會職責，當社會上人人獨立，國家才獨

立，才能與他國競爭。知識分子以洋學者為主，負擔啟蒙社會的責任，103成為政府

                                                      
98 林景淵：〈嚴復、福澤諭吉對於促進中、日近代化之比較〉，《國立中興大學共同學科期刊》第 1

期（1989 年 06 月），頁 27-40。 
99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教育研究集刊》第 48 卷第

3 期（2002 年 09 月），頁 93-118。 
100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9、19-20。 
101 林景淵：〈嚴復、福澤諭吉對於促進中、日近代化之比較〉，頁 27-40。 
102 林正珍：〈福澤諭吉社會思想的研究──以其人性觀為中心〉，頁 135-160。 
103 林呈蓉：《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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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民的協助者。因此《勸學》的目標群眾原是以一般百姓為主，他在《勸學．第

五編》提到： 

 

《勸學》，本來是為一般民眾而寫的社會讀本，或為小學教科書而寫的，

因此第一、第二、第三編的意旨，在於盡量使用俗語，使文章易讀。但到第

四編將文體稍作更動，或使用一些較難的文字。而這第五編是把明治七年

（一八七四）一月一日在慶應義塾的同志集會演講詞改寫成的文章，所以文

體與第四編一樣，或許有些部分較不易理解也未可知。總而言之，第四、五

兩編是寫給知識分子的論點。 

雖然世上的知識分子，大多保守，消極，但閱讀能力相當不錯，任何難

懂的文章，都難不倒它們，因此在這兩編文章中，我便放開顧忌，寫得艱深

些，內容則自然而高尚。因而失去原做為社會讀本所具備的「勸學」宗旨，

這對於初學的人有一點遺憾，不過從第六編之後，將再恢復原來的文體，盡

量以容易理解為主，為初學者的便利設想。104 

 

因此第四編與第五編可明顯看出是對學者的喊話，其他各章則是給予一般百姓的

宣傳。在某種程度上，他也自詡為政府的指導者或協助者。105林呈蓉《福澤諭吉與

《學問之勸》》如此寫道： 

 

                                                      
104 原文：「学問のすゝめは、もと民間の読本または小学の教授本に供えたるものなれば、初編

より二編三編までも勉めて俗語を用い文章を読み易くするを趣意となしたりしが、四編に至り

少しく文の体を改めて或いはむずかしき文字を用いたる処もあり。またこの五編も、明治七年

一月一日、社中会同の時に述べたる詞を文章に記したるものなれば、その文の体裁も四編に異

ならずして或いは解し難きの恐れなきに非ず。畢竟四、五の二編は、学者を相手にして論を立

てしものなるゆえこの次第に及びたるなり。世の学者は大概皆腰ぬけにてその気力は不慥なれ

ども、文字を見る眼は中々慥にして、如何なる難文にても困る者なきゆえ、この二冊にも遠慮

なく文章をむずかしく書きその意味も自ずから高上になりて、これがためもと民間の読本たる

べき学問のすゝめの趣意を失いしは、初学の輩に対して甚だ気の毒なれども、六編より後はま

たもとの体裁に復り、専ら解し易きを主として初学の便利に供し、更に難文を用いることなか

るべきが故に、看官この二冊をもって全部の難易を評するなかれ。」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

め》，頁 53-54。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81。 
105 林呈蓉：《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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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時候福澤諭吉的發言，卻是從政府協力者的立場思考議題，他認為

國民的職分就是守法，倘若政府有暴政無道之處，亦不應蜂起抗爭，而是以

向學為志，以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立場，涵化社會世態。福翁在積極之餘的

表象下，其內在卻是相對消極。其實他是從經濟觀點考量，為避免付出太大

社會成本的前提下，而走中間道路。因此，福澤諭吉研究者之一的遠山教授

則以老獪思想家視之（遠山茂樹，五五）。然而，福澤諭吉的處心積慮莫過

於「內安外競」。106 

 

也就是說福澤諭吉寫作文章時，在鼓吹人人平等獨立的同時亦暗藏著人民不應給

政府製造憂患的心思，他認為當前的日本不該在內耗上打轉，人民必須自立自強，

作為政府的後盾，使政府能夠將全副心力放在加快西化的速度，以求與西方並駕齊

驅。 

從福澤諭吉的時代背景來看，他幼時學習儒學，因家庭因素而對封建制度產生

質疑，成年後接觸西學，加上親自到訪歐美的經歷，使他服膺於西方的先進文明，

認為唯有效法西方的先進文明才能使國家強大，西化的明治政府正好契合他的理

想，《勸學》中平等、獨立的思想也切合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因此福澤諭吉也被

視作政府的協力者。但自幼熟讀儒學經典的福澤諭吉思想上應是不可避免地受到

儒學影響，他思想裡的西學與儒學並非是壁壘分明的，儒學仍然潛藏在他的思想脈

絡中。 

 

第二節 張之洞與晚清的社會與學術 

張之洞（1837-1909）生於清道光年間，卒於宣統年間，幾乎與晚清共存亡。

他生於官宦之家，從小受儒學薰陶。同治年間中進士，早年任職翰林院編修、湖北

學政、四川學政、內閣學士等，於教育多有著墨。光緒七年（1881）任山西巡撫，

                                                      
106 同前註，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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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西方事務，開始轉向洋務派，光緒十年（1884）任兩廣總督，展開洋務建設。

光緒十五年（1889）調任湖廣總督，又任督顎、兩江總督等，此後二十多年，開辦

槍砲廠、設立各式學堂、派遣留學生。107綜觀一生，實可作為晚清學問思想與實踐

的代表人物。 

 

一、晚清社會與學術 

漢代以降，儒學成為帝王控制人民的思想工具，形塑了中國社會思想統一的模

式，隋代開始實施的科舉制度使讀書人成為聯繫中國傳統政治與社會動力的紐帶，

也是維護儒學在中國學術正統地位的有效手段，歷代以來，儒學都位居主流學問。

108儒學發展到清代，初期有反對陸王心學，重視程朱理學的傾向，繼而有乾隆至道

光年間的漢宋之爭。乾隆年間惠棟（1697-1758）獨尊漢學，與宋學作出區隔。至

嘉慶、道光年間漢宋之爭較為激烈，江藩（1761-1831）《國朝漢學師承記》為清代

漢學家立傳，表明漢學為正統，斥宋學空疏。方東樹（1772-1851）以《漢學商兌》

反斥漢學瑣碎，脫離實際。漢宋之爭以外，也有部分學子乾脆另闢蹊徑，轉向今文

經與諸子學派。至晚清日漸嚴重的社會局勢影響下，才形成一股將義理與經世濟民

合而為一的思想主張。面對現實，講求通經致用，明白義理、考據不可偏廢，兼漢

宋之學之人漸多。109十八世紀西力東漸之時，顧炎武（1613-1682）所提的明道救

世之主張受到清儒推崇，清儒從鑽研經典轉向現實世態，龔自珍、魏源所屬的常州

今文經學派以經學論政，魏源更從事洋務運動；另有桐城派後繼者曾國藩（1811-

1872）強調經世致用。阮元（1764-1849）、陳澧（1810-1882）趨向經史兼備、兼採

漢宋之學。光緒初年，馮桂芬（1809-1874）成為經世學派的中堅者。110張之洞雖

強調以漢學為本，特別崇尚經世致用的漢學，但不排斥宋學。他反對門戶之見，認

                                                      
107 馮天瑜：〈近代化方略之辯──《勸學篇》與《〈勸學篇〉書後》評析〉，收入馮天瑜、陳鋒主

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3-15。 
108 羅茲曼（Rozman, Gilbert），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南

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38。 
109 王家儉：〈由漢宋調和到中體西用－試論晚清儒家思想的演變〉，《歷史學報》1984 年第 12

期，頁 179 – 196。頁 181、187-188。 
11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商務，1972 年），頁 48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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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漢學、宋學皆學問，偏廢之人是捨本逐末。111但無論是宋學、漢學、今文經學、

諸子學等，其治學的目的、宗旨、方法其實都沒有超越傳統學術的風格與框架。嚴

復在〈救亡決論〉如此批評道： 

 

與〔舉〕凡宋學漢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即富強而言，且在所後，

法當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申陸王二氏之說，謂格致無益事功，抑事功不

俟格致，則大不可。夫陸王之學，質而言之，則直師心自用而已。自以為不

出戶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與其所謂知者，果相合否？不逕庭否？不復問也。

112 

 

嚴復主張當前應求救國之道，宋學、漢學都應棄置，束之高閣，陸王心學是閉門造

車，不符合當前社會需求。當前最應該提倡的是使國家富強起來，讀書人都該踏出

房門去看看天下局勢的變化，方知天下已非書中的天下。 

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已步入近代化，相較之下，滿清政治腐化，人心閉塞，士

人仍不願承認落後的事實，也未意識到改變的必要。在朝貢制度的傳統下，面對西

方仍以夷狄視之，因此每當與西方國家發生爭執，滿清政府往往無法做出適當的應

對。鴉片戰爭（1839-1842）後，滿清政府切身感受到了西方列強船堅砲利的威力，

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刺激下，士人警覺到優越的文化已不足以抵抗外侮，以儒學

為主體的傳統知識結構無法應付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英法聯軍之役（1856-1860）

後，有識之士更是不得不奮起自強，洋務運動便是對西學的回應之一，為求自強，

必須西化。他們將目光轉向西方先進的科技文明，如林則徐（1785－1850）、魏源

等人開始組織翻譯西方報刊、書籍，奕訢（1833-1898）、曾國藩、李鴻章（1823-

1901）、張之洞等洋務派人士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發展工業，試圖挽救

                                                      
111 龔書鐸：〈略談張之洞的儒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3 期，頁

54-56。 
112 嚴復：《嚴復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9 年），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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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113 

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中國出現官方的新式學堂、譯書機構，並派駐了海外使

節與留學生。但西學知識的傳播以自然科學領域的介紹較為全面，社會科學的部分

較少。當時在中國的傳教士也利用此一機會協助引進西學，擴大影響力，114傳教士

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在《萬國公報》（1868-1907）發表的〈格物

致知論序〉中提到：「近閱中國論著，所有格學一門大都有其名無其實，間有專力

於此者，所言亦多，似是而非，豈真格學之難知哉？未明其理，固無由得其法也。」

115原文雖旨在闡揚其宗教之聖明，但也透露出中國引進西學只以器物知識為主，忽

略理論、原理的問題。可知洋務運動時期幾乎把西學等同於自然科學，以為西方諸

國富強的主因只在於科學技術。此時西學的引進以格致之學為主，將科技知識與生

產實務結合，使自然科學知識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致力於製造先進的兵器。 

西方嶄新的科學知識，也在無形中動搖了中國士人的傳統學術思想，顛覆了儒

學重義輕利、諱言功利的價值傳統。另一方面，科學知識也對民間產生衝擊。科學

新知破除了許多傳統的迷信與偏見，使得科學的傳播與封建社會產生各種矛盾，尤

其西方國家的使者屢屢挑戰華夷之辨的觀念，使中國社會形成排外、懼外、媚外等

態度。隨著官方洋務運動漸次開展，西學的影響範圍擴大，士人們各自的立場也愈

漸鮮明，崇儒衛道的保守派與力主西化的維新派對立越漸尖銳。116  

晚清朝野間對於中學與西學如何取得平衡持續爭論不休。魏源認為學術與政

治不可分離。首先提出「道勢論」，主張「勢易道同」、「勢變道不變」，馮桂芬承襲

此論，提出西學不可有悖於中學。同治到光緒之際，「器可變、道不變」的理論盛

極一時，例如王韜即主張取法西器。117薛福成（1838-1894）在〈贈陳主事序〉一

段文字頗能代表此時期的主流觀點： 

                                                      
113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識與其改革思想〉，《歷史學報》第 17 期（1989

年 06 月），頁 175 - 240。頁 180-182、188-194、202-215。 
114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396-408。 
115 林樂知：〈格物致知論序〉，《萬國公報》第十七卷（華文書局，1968 年），頁 10957。 
116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識與其改革思想〉，頁 240。 
117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識與其改革思想〉，頁 176-187、22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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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長，則在秉禮守義，三綱五常，犁然罔 。蓋諸國之不逮亦遠焉。為

今之計，莫若勤修政教，而輔之以自強之術。其要在奪彼所長，益吾之短，

並審彼所短，用吾之長。中國之變，庶幾稍有瘳乎。118 

 

此言提出以西學補中學的不足之處，他認為中體在成全道德，西用在成全人才，中

國的政治制度與倫常是至善至美，遠勝他國，因此中國只須接受西方的科技知識。

也由於自然科學是以自然為對象，尚不涉及到人事與階級，因此引進西方科學對國

內的衝擊力較小，也最易於被人們所認識接受。至光緒中期，甲午戰爭昭示了洋務

運動失敗，日本明治維新大獲成功。衍生出「法可變、道不變」、「政為器、教為道」

等看法，器的概念始有所改變。鄭觀應提出博以西器，約以中道，由博返約；陳熾

主張中教西政互補，再歸於聖道。陳寶箴提出中學修身為主，再以西學補中學之短。

但嚴復認為體用不相通而極力反對體用之說。何啟、胡禮垣則以政為體。康有為、

譚嗣同提出體隨用而變的主張。119諸多論點紛雜並蓄。 

甲午戰敗後，康有為等人在利用當年的會試，聯合各省的舉人連署上書，請求

滿清政府拒談和、遷首都、變新法。維新派「公車上書」標誌著以西學為主的知識

份子開始主動影響政治。120同一時期，梁啟超在《時務報》前後發表一百二十多篇

文章，批評洋務派官員只取西方技術而不懂變法才更是當急要務，他提出變法的根

本在於培育人才，政府必須有所作為，包含廢除科舉、開辦新式學校，改變官制等

等。此時維新派已覺悟到僅僅效法西方科學無法挽救時勢，必須效法西方教育、政

治等制度，引進西方文明思想。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人批評君主專制，鼓吹民

權，尤其梁啟超大力抨擊滿清政府的腐朽，呼籲設立議院，實行民主政治等，121都

                                                      
118 薛福成：〈贈陳主事序〉，見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46。 
119 周絹艷：《張之洞的洋務思想》，頁 44-45。 
120 鄔昆如：〈清代社會哲學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40 期（1993 年 06 月），頁

112-113。 
12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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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體的作為。1896 年梁啟超在《時務報》上所發表的〈西學書目表序例〉就透

過眼下國內翻譯西方書籍數量的問題來指陳當前的困境： 

 

已譯諸書，中國官局所譯者，兵政類為最多，蓋昔人之論，以為中國一切皆

勝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會所譯者，醫學類為最多，由教士多業醫

也。製造局首重工藝，而工藝必本格致，故格致諸書，雖非大備，而崖畧可

見。惟西政各籍，譯者寥寥，官制學制農政諸門，竟無完帙。今猶列為一門

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講。懸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爾。122 

 

他注意到當時兵書、醫書、格致之書較多，但政治、官制、學制等制度、思想層面

較少，明顯是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方針的具體呈現，梁啟超批評洋務派為

了維護封建體制，只引進西方技術，無法挽救國家頹勢。他認為政治、官制、農政

等學問才是西書的「本原」，才是西學之所以先進的核心，維新派人士所期待的是

效法西方的政體來改革國家，而非僅僅是器物上的改良。康有為藉今文經談三世說

與孔子改制說，主張維新變法。章太炎則以古文經學論治術。此一時期眾多主張紛

雜並起，張之洞的學問觀就是在此一環境變動中產生變化。123身為洋務派代表之一

的張之洞，面臨的挑戰便是如何採用西學而不損及中體。他特別強調通經致用，通

經是根本，目的在於「用」，主張西學之用在於富國強兵，富國強兵的目的在於保

國。中體西用嘗試把東西兩個不同的文化納入同一個「體」內，作為同一事物的不

同組成部分，也試圖讓西學在中學體系中取得一個合理的地位。 

 

二、從《輏軒語》到《書目答問》再到《勸學篇》 

張之洞在光緒元年（1875）撰寫《輏軒語》與《書目答問》。《輏軒語》分為上

                                                      
122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時務報》第 8 期卷（1896 年），頁 3-6。取自晚清期刊全文數據

庫，網址：http://140.122.127.137/search/detail/b649460d836b2a977355f9afa08e1757/7/85791（搜尋

日期：2019/05/20）。 
123 龔書鐸：〈略談張之洞的儒學〉，頁 54-56。 

 

http://140.122.127.137/search/detail/b649460d836b2a977355f9afa08e1757/7/8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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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語行》、中篇《語學》、下篇《語文》三部分，寫作目的在整頓四川科舉風氣，

勸戒士人讀書能期於明理，歸於致用。124《書目答問》則在鼓勵刊刻古籍，指引士

人讀書的門徑，但所列書籍過於龐雜，難以入門，僅能以目錄視之。二書不同之處

在於《輏軒語》主張古勝於今，研讀古籍自可產生判斷力，故不可批評古聖先賢之

言。《書目答問》則將西學納入視野，除了必讀的古籍經典，西學新知也不可或缺，

傅榮賢在〈中西學術之爭與晚清書目分類的歷史演進〉提到： 

 

1875 年張之洞《書目答問》以二千多種傳統書籍為主，但在史部地理類下

酌收《職方外紀》、《新譯地理備考》，以及在子部天文演算法類下酌收《新

法算書》、《幾何原本》等西學書籍，反映了張氏以傳統經史為「體」，以西

方地理、天文演算法之學為「用」，並將西學之「用」納入中學之「體」的

思想。125 

 

《書目答問》書中只羅列曆法、算學、地理等九種，與後來的《勸學篇》所列西學

之範疇比較起來，顯見此時張之洞對西學尚未有全盤的認識。 

在中法戰爭（1883-1885）前，張之洞對洋務的關注僅止於戰爭兵器上，中法

戰爭後，張之洞注意到洋務推廣的重要性，雖然當時朝廷仍為保守派所掌控，但像

張之洞等在地方耕耘的官員已開始延聘洋務人才，展開實業建設。可惜至甲午戰爭

時期，滿清政府對於西學仍止於船堅砲利的技術。甲午戰爭後，康有為、梁啟超將

西學範圍擴展至政治、倫理，欲藉君權來伸張民權。張之洞則將西學與儒學搭配，

尋求保守派與維新派的平衡點。 

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之洞寫作《勸學篇》。書中可見他對儒學已產生新的

意識，提出要改變「先博後約」的儒學傳統，轉向提倡更符合時代需求的「守約施

                                                      
124 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211。 
125 傅榮賢：〈中西學術之爭與晚清書目分類的歷史演進〉，《中國學術年刊》2015 年第 37 期（秋

季號），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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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之策略，作為維護儒學的方針。張之洞先是有感於當時儒學衰頹與戰國時儒學

受到抨擊的情狀相似，因此他在《勸學篇》先引述司馬談與諸子對儒學的批評： 

 

昔戰國之際，儒術幾為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馬談之《論六家要指》而

得其故焉，其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

由於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列為九流之一耳，焉得為聖？焉得為賢？老

詬儒曰：「絕學無憂。」又以孔子說十二經為大謾。墨詬儒曰：「累壽不能盡

其學。」墨子又教其門人公尚過不讀書。法詬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

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之所好，

而以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126 

 

戰國至漢初對於儒學的批評都在於儒家學說廣博深厚但缺少要領。司馬談評論儒

家耗費許多時間氣力鑽研卻往往成效甚微，因此難以完全遵從。道家批評儒學經典

蒙蔽世人，主張求取知識反而會危害純樸無垢的心靈，不如放棄學習知識，無私無

欲始可免除煩憂。墨家批判儒家即使經年累月的精進也不能成就其學問。法家則挑

剔儒家喜撰寫文章、收藏典籍，若任用儒者將會擾亂國家。以上種種對於儒學的詆

毀攻擊，讓張之洞發覺當世晚清儒學也正受到類似的質疑，因此藉著回應這些批評

來說明自己為何要轉向守約施博之說。 

 

夫先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說通

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

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

汗牛充棟，老死不能遍觀而盡識。即以經而論，古言古義，隱奧難明，訛舛

莫定，後師群儒之說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論者，不過什五而已。127 

                                                      
126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101。 
127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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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先博後約」的傳統歸因於上古時代儒學典籍較少，儒者要達到遍覽群書、學

問廣博的標準並不困難。隨著歷朝歷代大儒們的注疏集解，儒學相關著作越來越多，

至清代，儒學的相關典籍多如牛毛，學者難以遍覽群書，尤其歷代學者著書立說，

各執一己之見，成一家之言，原典義理內涵眾說紛紜。張之洞警覺到此一問題，加

以西學傳入，不容忽視，使得儒學的地位岌岌可危。因此他選擇以「守約施博」作

為學問之道，解決當前的困境。 

「守約施博」一詞來自於《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

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128 

 

此章孟子原意在提醒君子務本，應當以仁義為核心，注重自我修養。針對「守約施

博」一詞，朱子註解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129可知孟子之意在於君子應當以仁義為要，再推己及人。張之洞認為這不只可作為

儒者奉行的準則，更可作為讀書的方法。對於此一方針的提出，他如此解釋道： 

 

滄海橫流，外侮薦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年，

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為人所賤，聖教儒書寖微寖滅，雖無嬴秦坑焚之

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為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

本不悅學，離經畔道者，尤不悅中學，因倡為中學繁難無用之說，設淫辭而

                                                      
12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442。 
129 朱子註解原文：「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

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

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

之病。」〔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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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攻，於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眾，殆欲立廢中學而後快。是惟設一易簡之

策以救之，庶可以間執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130 

 

他清楚的陳述由博反約的原因，西學的流入已勢不可擋，必定會壓迫儒學的發展空

間，儒學的改良有其必要。更令他憂心的，是當時離經叛道的士人對儒學的攻訐日

益嚴苛，他們攻擊儒學繁複困難又不實用，一心拔除儒學的正統地位，儒學的地位

岌岌可危。張之洞憂心之下，提出守約施博的策略來反駁悖道人士，緩和讀書人對

於儒學典籍汗牛充棟的懼意。同時為了避免被指責為放棄傳統、輕視儒學，張之洞

巧妙地以孟子之言來引導士人讀書之法，以示此仍為聖人之教誨。他以孟子之言來

抵抗批判的浪潮，也給當世士人指出另一條可行的道路。 

張之洞在《書目答問》裡洋洋灑灑列出了兩千多本須讀的儒學典籍，要學子們

「勿駭其多」131，但在《勸學篇》所列出的儒學典籍以十三經為主，只讀最受推崇

的經典詮釋之作與當代大家的注疏，並規畫五年內即可熟讀全部。132由此可見《書

目答問》與《勸學篇》的風格明顯有所區別。錢穆為此一差距做出了解讀，他指出

張之洞在作《書目答問》時還保留著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術風氣，但《勸學篇》已

然顯露同治、光緒年間的學術風氣，風氣差異的主因在於「由博反約，正是近百年

來諸儒讀書一個共同傾向，共同要求。」133從此處可看出當時時勢推著張之洞的思

                                                      
130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102。 
131 《書目答問‧略例》：「所舉二千餘部，疑於浩繁，然分類以求，亦尚易盡，較之泛濫無歸者則

為少矣。諸生當知其約，勿駭其多。」張之洞著，范希曾編：《書目答問補正》（江蘇：江蘇古籍

出版社，2000 年），頁 2。 
132 《守約》所列出書單以十三經為主，不超過二十套書：「大率群經以國朝經師之說為主，《易》

則程傳與古說兼取。並不相妨《論》、《孟》、《學》、《庸》以朱註為主，參以國朝經師之說。《易》

止讀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采漢人說及王弼注。《書》止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

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秋左傳》止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

孔廣森《公羊通義》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立言矜慎，尚無流弊，《春秋穀梁傳》止讀鐘文烝

《穀梁補注》，《儀禮》止讀胡培翬《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正義》，已刊未畢《禮

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傳說」「義疏」皆學者所當讀，故不備舉《論》、《孟》除

朱注外，《論語》有劉寶楠《論語正義》，《孟子》有焦循《孟子正義》，可資考證古說，惟義理仍

以朱注為主。《孝經》即讀通行注本，不必考辨。《爾雅》止讀郝懿行《爾雅義疏》，五經總義止讀

陳澧《東塾讀書記》、王文簡引之《經義述聞》，《說文》止讀王筠《說文句讀》。兼采段、嚴、

桂、鈕諸家，明白詳慎，段注《說文》太繁而奧，俟專門者治之。」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

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103-105。 
133 錢穆：〈學籥〉，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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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得不有所覺悟與改變，他必須「破除門面」，強調學習西學的重要性，但也擔

憂若全盤西化有礙於儒學的發展，因此西學只能充當經世的工具，僅須取得技術價

值，不必深入研究理論。 

張之洞想法上的變通可導源於儒者入世的傳統思想。儒家講求經世致用、用之

則行，當社會面臨危機時，儒者需當仁不讓，以天下為己任，明道致用。張之洞在

任官期間著重辦學興校，從《輏軒語》、《書目答問》到《勸學篇》都可見其有意無

意扮演著引導讀書人的角色。前期的《輏軒語》、《書目答問》是給予士人向學的參

考讀物，後來的《勸學篇》不僅僅是給士人的參考書，更是給施政者的指南針。134

尤其考察《勸學篇》書中中體西用之論點，便可知其政治意涵確實遠高於文化意義。 

張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記〉自言：「自乙未後，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

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闢之，大抵會通中西，權

衡新舊。」135因此在《勸學篇》裡，張之洞批評守舊派缺乏變通，但又在護衛傳統

之心的驅使下批判維新派不知本。然而《勸學篇》不僅僅在排斥維新派與斥責守舊

派，更多是為當時學術思想做出統整規劃，試圖在效法西學的潮流中力保傳統學術

思想。晚清有儒者提出西學源於中學，將西方科技、學問附會於中國典籍，在不脫

離以儒學為尊的情況下，藉此積極肯定西方器物制度。張之洞《勸學篇》中對西學

的策略亦不脫此一範疇。此一說法一方面能安撫保守派抵制西學的心理，一方面恢

復儒者對於儒學的信心與文化優越感，引導晚清士人走過接納西學的過渡階段。 

 

第三節 西學衝擊下的中日差異 

日本邁向近代化的開端與中國類似，都是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從封建邁向近

代，也試圖接受西方先進文明。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所提的一身兩世說明了

處於時代巨變下知識份子所面臨的前所未有之境地： 

 

                                                      
134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頁 73。 
135 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頁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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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目前我國的洋學家們，沒有一個不是以往研究漢學的，也沒有一個不是

信仰神佛的，他們不是出身於封建士族，便是封建時代的百姓。這好像是一

身經歷了兩世。也好像一個人具有兩個身體。如果把這兩世和兩身前後相比

較，以前世前身所接觸的文明和今世今生所接觸的西洋文明互相比照的話，

那麼這兩者互相輝映究竟會呈現什麼樣的景象呢？136 

 

就中日兩國的知識份子而言，他們面臨的變局是相似的，他們都曾生活在封建體制

下，也都師事儒學，面對西方國家伴隨著西洋文明猛烈來襲，中日兩國的知識份子

對東西方學問勢必做出取捨判斷，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也脫不出守舊與改革二種

方案。 

德川幕府時期，漢學者們無法進入政治中樞，他們往往是邊緣性的存在，儒學

對漢學者而言不具功利性，甚至要花費心力解釋儒學的實用性。137儒學在日本社會

只具有倫理功能，因此日本能迅速擺脫中國文化學習西方文化。幕末至明治初期的

知識分子在攝取西學之時也強烈質疑儒學的有限性，同時由於儒學自中國傳入，被

視為中國的象徵，使得批判儒學的同時亦是在批判中國的迂腐守舊。原本在德川時

代具有倫理功能的儒學，在明治初期去中國化的脈絡下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去中國

化除了能加強日本國家內部的凝聚力外，更重新建構了新的世界觀與知識結構。因

此日本近代化過程可說是在與傳統文化的分裂崩解中進行，明治政府直到後期為

了壓抑民權，遂重整價值觀，儒學才又以倫理象徵成為日本價值體系的一部分。138 

另一方面，中國的儒生則自詡為國家的承擔者，他們能透過科舉制度，成為官

員實際參與政治，就算未能考上舉人成為官員，單是具有秀才資格在鄉里之間就備

                                                      
136 原文：「試に見よ、方今我国の洋学者流、その前年は悉皆漢書生ならざるはなし、悉皆神仏

者ならざるはなし。封建の士族にあらざれば封建の民なり。あたかも一身にして二生を経るが

如く、一人にして両身あるが如し。二生相比し両身相較し、その前生前身に得たるものを以

て、これを今生今身に得たる西洋の文明に照らして，その形影の互に反射するを見ば、果して

何の観を為すべきや。」福沢諭吉著，松沢弘陽校注：《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

1998），頁 12。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槪略》，頁 3。 
137 渡邊浩著，區建英譯：《東亞的王權與思想》，頁 74。 
138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頁 60-63、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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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百姓尊敬。當官員離開官場，返回故里時，在地方上則稱為士紳，仕紳不但在該

區域上極具影響力，還能享有政府給的禮遇優待。這些官員又會透過姻親組成龐大

的體系，成為政府的重要支柱。因此中國的士人們為了獲得優越的待遇，絞盡腦汁

要考上科舉，光耀門楣。科舉取士以儒學為核心，導致儒學成為獲取功名利祿的工

具，士人為求中舉，只知四書五經與八股文，而不關心其他領域的知識與當時社會

的實際需求，此種扭曲狀態在明清兩代達到顛峰。也引起了部分思想較為靈活的士

人們的抵抗。渡邊浩在《東亞的王權與思想》一書中對這樣的現象提出了見解： 

 

一般來說（包括現代），某種「教養」或哲學體系如果在社會上獲得了

很高的威信，並貼緊了現實的政治體制，那就會不知不覺地持續地付出相當

的代價。因為現實往往不能到達理念的高度，所以教義會不斷地遭到背叛和

質疑。而且，因為信奉教義成了追求權力或利益的手段，它本身作為信條的

活力也很容易在人們心目中消失。139 

 

士人們即使無法全盤否定儒學思想，但多少提出了質疑。隨著列強的刺激，西學的

傳入，內部的改革聲浪越漸高漲，最終在晚清形成保守派、洋務派、維新派三方強

勢對立的局面。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的序言陳述日本洋學者的優勢，正巧也暗示了當時

中國知識份子的困境： 

 

這些學者在二十年前，都受過日本固有文明的薰陶，不僅是耳濡目染，

而且也是身臨其境躬行其事的。所以在論述往事的時候，他們不會陷於臆測

揣度和模糊不清，而能夠直接利用自己的切身體驗與西洋文明互相比照。這

是一個有利條件。從這點看來，必須認為，站在已經形成的一個文明體系圈

                                                      
139 渡邊浩著，區建英譯：《東亞的王權與思想》，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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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去推測其他國家情況的西洋學者，就不如我國學者根據這種切身體驗來

得更加可靠了。140 

 

他認為日本學者的優勢在於能更客觀地看待本國傳統學術與西方學術的區別，但

中國學者已長久浸潤在深厚的文化體系中，並且以此自豪。中國的知識份子為了不

放棄自身傳統，只能以自身文明的視角來看待另一文明的優劣，因此更難以對另一

文明作出客觀理智的判斷，也容易被詬病為保守迂腐。尤其傳統中國以王權為象徵

的社會政治秩序與以儒家為中心的文化道德秩序是相輔相成的，君主專制的合理

性有賴於儒生的闡釋與支持，儒學傳統的持續與發揚也有賴於官方的力量。141儒學

是中國既有的傳統學術，中國與儒學互為表裡，故必須在保留儒學此一特殊性的前

提下接納西學。這也是張之洞屢屢被詬病的原因。 

張之洞為人詬病處一在尊君，一在衛道，鮮有人看到他在衛道的同時也致力於

西化。從張之洞在《勸學篇》的論述中，可以得知傳統知識份子在西化與傳統的矛

盾中如何自存，又如何體認與走向現代化。《勸學篇》毋寧說是張之洞經歷了四十

多年間政務體驗的省思，一位身在體制內的重臣在與列強實際來往的過程中湧上

了保國執念，試圖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走出折衷之道，他將中西學問加以定位，

做出區隔，堅持保衛本體文化不受侵蝕，以維持國家以及文化的主體性。 

福澤諭吉被褒揚為日本的啟蒙大師，年少時三次參與使節團出訪西方各國的

經歷，幾乎改變了他的人生，他親眼目睹了西方文明的進步，震懾於西方與日本的

差距之大，深刻體悟到西方的進步不只在物質，更在其制度，他期待實學促使人獨

立，人人獨立才能使國家與西方各國勢均力敵，故《勸學》中談到學問便講求實用，

                                                      
140 原文：「この学者なるもの、二十年以前は純然たる日本の文明に浴し、ただにその事を聞見

したるのみにあらず、現にその事に当てその事を行うたる者なれば、既往を論ずるに臆測推量

の曖昧に陥ること少なくして、直に自己の経験を以てこれを西洋の文明に照らすの便利あり。

この一事に就いては、彼の西洋の学者が既に体を成したる文明の内にいて他国の有様を推察す

る者よりも、我学者の経験を以て更に確実なりとせざるべからず。」福沢諭吉著，松沢弘陽校

注：《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98），頁 12。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

《文明論槪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3。 
141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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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列出許多具體方法。 

透過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可知他們都相信西化能改善國家現

狀，也在書中提出了具體作法，雖然二人所提倡的西化程度不同，但最終都在於保

住國權，維護國家主權獨立，不受西方勢力威脅，就「勸學」目的而言，二人是極

為相似的，他們都深切明白西學的必要性，推行西學才能使本國迎頭趕上其他國家，

只是福澤諭吉的《勸學》完美的配合明治政府的施政方向，張之洞的《勸學篇》卻

還處在勸說統治者，並與保守派、維新派搶奪話語權的漩渦中。福澤諭吉已能在西

方的脈絡下盡情談論西學，張之洞仍需在儒學為主體的前提下談論西學，故而書中

對於學問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各異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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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中的學問觀 

福澤諭吉《勸學》堪稱啟蒙日本近代思想的書籍之一，書中嚴厲批判封建制度，

主張文明開化，希望培養人民獨立自主的精神。張之洞《勸學篇》序篇闡明著作動

機：「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142他意欲端正人民的心志，

書中核心不離三者：保國、保教、保種。二書主旨看似天差地遠，其實著作動機都

在期待國家主權獨立不受他國侵擾，故以著述來指導人民對東西方學問應當如何

取捨。 

本章期能說明近代中國與日本在西學衝擊下，福澤諭吉與張之洞對於學問的

改革或革新有何具體思考，以呈現在中國與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如何進行

思想上的革新，以回應時代趨勢。 

 

第一節 知識的範式 

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二書皆引用了儒學經典，亦有做出評價，

但對儒學的看法卻是大相逕庭。例如福澤吉認為漢學與和學是對現實毫無用處的

學問，應研讀地理、歷史、經濟等切身相關的學問。143張之洞則主張先研讀儒學經

典再學習西學。張之洞衛道崇儒，意圖維護滿清政府，福澤諭吉貶低儒學，實則常

暗引儒學概念等等。接著再分析二人在書中所談及的學問之理念與目的，以探析二

人學問觀的基本理念之異同。 

 

一、儒學經典的價值 

（一）福澤諭吉視儒學為舊學之一 

福澤諭吉被視為批判儒學、主張全盤西化的洋學者，但細讀其《勸學》與《文

明論概略》可知他並非全盤否定儒學，在其著述中也常可見與儒學相通的概念或引

                                                      
142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24。 
143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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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特意引用儒學經典來批評也多是在批評封建制度，尤其是封建制度下墨守成規

的學者。福澤諭吉認為熟讀再多傳統經典，若不諳世事，也不能稱作是有學問。他

舉例道：假使精通中國傳統道德、歷史經書奧義的漢學者，卻不懂買賣與公平交易，

充其量不過是能夠餬口的活字典，於國家經濟無益，稱不上是真正有學問。就他的

觀察，和學者與漢學者只會宣揚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論，對於現實生活如何維持生計

卻漠不關心，是本末倒置，因此在現代社會儒學已不實用。再加上儒教的名分概念

形成上下卑尊的觀念，隨著時代流轉，變為專制獨裁，上位者全權掌握，下位者敷

衍塞責，名分徒留形式。因此他的結論便是和學與漢學對現實社會毫無用處。144 

然而福澤諭吉並非完全否定東方傳統經典的價值，他也會引用《論語》、《孟子》

做為正向的舉例，《勸學．第十四編》談論「關照（世話）」的深意，用以說明政府

對待人民不應過度保護，也不可過度干涉，他除了以父母教育子女來類比，還使用

朋友之間的來往作比喻，因而引用了《論語》： 

 

古人有一句教誨：「朋友數，思疏矣。」其意是：「有人不採用吾之忠告，

但吾仍屢屢多餘的親切以待，未考慮對方的心情，絮叨地表示相左之意見，

結果反而引起對方的反感，被討厭、憎恨、疏遠，因此吾人之忠告實際上沒

有效果，所以要看適當的時機，避免自討沒趣。」也就是，對於不聽忠告的

人，就不要有保護的觀照這一種精神。145 

 

「朋友數，思疏矣。」146來自於論語，福澤諭吉在引用時僅僅以古人有言帶過，

另外在《勸學．第十六編》他以知行平衡為主題，談人不應只空談理想、紙上談兵，

                                                      
144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2-13、110、118-121。 
145 原文：「古人の教えに朋友に屢ゝすれば疎んぜらるるとあり。その訳けは、我忠告をも用い

ざる朋友に向かいて余計なる深切を尽し、その気前をも知らずして厚かましく異見をすれば、

遂には却ってあいそつかしとなりて、先の人に嫌われ、或いは怨まれ或いは馬鹿にせられて事

実に益なきゆえ、大概に見計うて此方から寄付かぬようにすべしとの趣意なり。この趣意も即

ち差図の世話の行き届かぬ所には保護の世話をなすべからずということなり。」福沢諭吉：《学

問のすゝめ》，頁 151。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94。 
146 原文為《論語‧里仁篇》：「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宋〕朱熹：《四

書章句集註》，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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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有實際的行動，應當要言行一致： 

 

古人把這兩者區別為「言」與「行」，或稱為「志」與「功」。在今日社

會，也不妨稱之為「言論」與「行動」。 

言行相異，是其人言論與實行的步調不一致的意思。古語有云：「食功

而不食志。」意思是說：「要依照實地的活動給予報酬，無論什麼好主意，

眼睛看不見的理念，沒有給予報酬的價值。」在社會上，經常會聽到有人語

帶輕蔑地說：「那個男人，且不論他的意見如何，但他卻是個沒有行動力的

人。」這都是批評言論與實行不一致。147 

 

原文只提到古人將「言」與「行」也稱作「志」與「功」，再引用《孟子．滕文公

下》148的觀點。由此可見，在《勸學》一書引用正向觀點時涵蓋了儒學思想，這些

句子可能對當時日本社會已是耳熟能詳，也可能是福澤諭吉信手拈來但不覺得有

必要特別提出出處，遂以「古人」一筆帶過。但是在談及重要的倫理觀時，他更樂

意使用西學為例，例如在《勸學．第八編》引用魏蘭德《倫理科學》書中所談的身

心自由： 

 

                                                      
147 原文：「古人がこの両様を区別するには、或いは言と行といい、或いは志と功といえり。ま

た今日俗間にて言うところの説と働きなるものも即ちこれなり。言行齟齬するとは、議論に言

うところと実地に行うところと一様ならずと言うことなり。功に食ましめて志に食ましめずと

は、実地の仕事次第に由りてこそ物をも与うべけれ、その心に何と思うとも形もなき人の心事

をば賞すべからずとの義なり。また俗間に、某の説は兎も角も元来働きのなき人物なりとてこ

れを軽蔑することあり。何れも議論と実業と相当せざるを咎めたるものならん。」福沢諭吉：

《学問のすゝめ》，頁 170。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220。 
148 原文《孟子‧滕文公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承，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

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乎？』子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

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

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

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指出動機不是收受利益的唯一條件，

合乎道義的成果與效益才是關鍵。〔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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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魏蘭德所著《倫理科學》一書中，曾論及人的身心自由。其論文

大意是說：「人的一身，與他人有別，是一個完全的獨立體。應該自己處置

自己，自己自由思考，自己管理自己，努力作與自己相稱的工作。」 

詳細的說，第一，每個人有其軀體，該軀體可藉著經常接觸外物，利用

外物，來滿足自己的需求。……。第二，人各有其智慧的功能，這智慧的功

能，是認清事物的道理，不致在做事時錯認了目的……。。 

第三，人各有其感情或欲望。因感情或欲望的作用，產生身心的活動。

我們滿足這情欲便可成就幸福。……。為了要獲得，必須付出人工勞力才行。

因此，人之所以活動，其原動力大多是欲望，便不會產生活動，若沒有活動，

便得不到人生的安樂幸福。……。 

第四，人各有天生的良心。這良心可控制欲望，使欲望不致走偏了方向，

並保守其限度。比如說，慾望是無窮無盡的，不論是錦衣美食，都不可能有

滿足的界線。若現在拋下自己的工作，只耽溺於追求欲望，便會變成只曉得

貪圖自己的利益，即使犧牲別人也不在乎了。這不能說是一個人的正當行為。

這時應衡量欲望與道理，淡泊欲望，不離棄道理而行，這便是良心的作用。 

第五，人各有其意志。意志乃會令人在從事事物時下定決定。譬如說，

世間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因偶然而起的，善與惡，都是來自人的意志，形成

在一念之間。149 

                                                      
149 原文：「アメリカのウエイランドなる人の著したる『モラルサイヤンス』という書に、人の

身心の自由を論じたることあり。その論の大意に云く、人の一身は、他人と相離れて一人前の

全体を成し、自らその身を取扱い、自らその心を用い、自ら一人を支配して、務むべき仕事を

務むる筈のものなり。故に、第一、人には各ゝ身体あり。身体はもって外物に接し、その物を

取りて我求むるところを達すべし。……。第二、人には各ゝ智恵あり。智恵はもって物の道理

を発明し、事を成すの目途を誤ることなし。……。第三、人には各ゝ情欲あり。情欲はもって

心身の働きを起こし、この情欲を満足して一身の幸福を成すべし。……。これを得んとするに

は人の働きなかるべからず。故に人の働きは大抵皆情欲の催促を受けて起るものなり。この情

欲あらざれば働きあるべからず、この働きあらざれば安楽の幸福あるべからず。……。第四、

人には各ゝ至誠の本心あり。誠の心はもって情欲を制し、その方向を正しくして止まる所を定

むべし。譬えば情欲には限りなきものにて、美服美食も何れにて十分と界を定め難し。今もし

働くべき仕事をば捨て置き、只管我欲するもののみを得んとせば、他人を害して我身を利する

より外に道なし。これを人間の所業と言うべからず。この時に当って欲と道理とを分別し、欲

を離れて道理の内に入らしむるものは誠の本心なり。第五、人には各ゝ意思あり。意思はもっ

て事をなすの志を立つべし。譬えば世の事は怪我の機にて出来るものなし。善き事も悪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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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部分內容與儒學有切合之處，比如人有天生的良心，與孟子的性善觀相同；

人有智慧，能明白道理，與孟子所言的善性四端裡仁、義、禮、智的智、即「是非

之心」相近；人有欲望，但須克制，與孟子提到人有大體小體之分，養心莫善於寡

欲等觀點類似。在福澤諭吉的自傳與《勸學》書中其他部分看來，他對儒學經典熟

稔到可信手捻來，但《勸學》書中他更樂意引用他所認為的儒學迂腐之言來批判封

建社會，在提及倫理道德時便要特別註明來自西學，其他篇章頂多以「古人」來代

表孔孟之言。 

由此可見福澤諭吉並非偏激的反儒學者，只是為了批判封建社會，達到宣揚文

明開化的目的，故在寫作取材上就有明顯的選擇性。對於上古時期的聖人他持肯定

態度，但認為學問必須隨時代而有所變化。在《勸學．第十三編》批評封建制度對

女子的束縛時，他如此寫道： 

 

孔子的時代，是在明治回溯二千餘年前、古時候文明未開社會。因此，

儒家的教義，也順應當時時代之風俗人情，在維持天下秩序的需要上，……。

孔子真是聖人，倘若他有洞察萬世之後的文明社會見識，大概不會滿足於對

女子或小人的差別看法吧。因此，今日研讀孔子的學問者，必須把時代思潮

一同算入，充分取捨選擇才好。若將二千年前所行的孔子教誨，搬到明治的

現代來因襲實行，那是不明白事物價值因時代而變化的道理。150 

 

由上文可知他認同孔子為聖人，聖人必須隨時變化，並認為孔子若生於現代，也不

                                                      
も、皆、人のこれをなさんとする意ありてこそ出来るもの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

頁 85-87。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17-118。 
150 原文：「孔子の時代は、明治を去ること二千有余年、野蛮草昧の世の中なれば、教えの趣意

もその時代の風俗人情に従い、天下の人心を維持せんがためには、知って故さらに束縛するの

権道なかるべからず。もし孔子をして真の聖人ならしめ、万世の後を洞察するの明識あらしめ

なば、当時の権道をもって必ず心に慊しとしたることはなかるべし。故に後世の孔子を学ぶ者

は、時代の考えを勘定の内に入れて取捨せざるべからず。二千年前に行われたる教えをそのま

まに、しき写しして明治年間に行わんとする者は、共にに事物の相場を談ずべからざる人な

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38。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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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出同樣的道理來。孔子雖曾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151，但有其時代背景

因素。在研讀古人學問時，應當考慮其思想是否能適應現代環境。福澤諭吉認為學

問必須與時俱進、隨時代有所變化，此觀點不但與張之洞的見解相同，也與儒學經

典裡，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的深意，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勸學．第十七編》引用《論語》中提到：「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

不知人也。』」福澤諭吉認為孔子此言是為了矯正世俗，但歷代腐儒卻思考消極，

只知謹守教條，結果便是待人處事時沉默寡言、面無表情，於世無益。152他又舉例

《論語》：「道不同不相為謀」一句被世人誤解為同業才能互相交流，容易使人際關

係疏離，而無法拓展交友圈，習取其他知識。153在《勸學．第十四編》他談論人必

須不斷的反省，此一道德省思意同於《論語．學而》：「吾日三省吾身。」154可知他

並非否定原典的價值與益處，他所批評的儒學很可能是包裝著儒學外衣的封建制

度或扭曲原典、不合時宜的學者。 

福澤諭吉批評不合時宜的和學者與漢學者即使熟讀再多傳統經典，若不諳世

事，也不能稱作是有學問，於社會無益。他強調人民應當追求能活用於日常生活的

實用學問。為了讓人民傾向西學，福澤諭吉便試圖在論述中貶低中學，他在《勸學》

裡引用不少儒學經典文句，長篇的明引多是為了批評，例如批評《女大學》的三從

之德，與《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言時，便會指名道姓於孔子、孟子。

在談論倫理議題時，福澤諭吉更傾向以西學來佐證，降低儒學的存在感。例如在《勸

學．第八編》批評儒學的孝道論是父母以親子的名義強迫子女，但提到魏蘭德《倫

理科學》一書中所談的身心自由，部分內容卻與孟子的性善論有切合之處，155可見

                                                      
15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214。 

152 原文為：「孔子の云く、君子は人の己を知らざるを憂いず、人を知らざるを憂う。」福沢諭

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80。「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此句來自《論語‧學

而》。〔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62。 

153 原文為：「道同じからざれば相与に謀らずと。」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85。譯文來

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235。此句應來自《論語‧衛靈公》，原文為：「道不同，不

相為謀」〔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163。 
15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57。 
155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85-87、90-93、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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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的道德觀並非毫無相通之處。由此可知，福澤諭吉在揀選論述的材料時，使

用儒學經典多是用以攻擊封建社會的迂腐風氣，故刻意不去強調西方的道德觀與

儒學中的身心道德觀有相似之處。 

 

（二）張之洞以儒學為宗 

張之洞是極為崇儒衛道的知識分子，東方經典中他最為推崇儒家經典。故在

《勸學篇．內篇．宗經第五》與，《勸學篇．內篇．守約第八》反復申明儒家經典

的重要。〈宗經第五〉說明在中國傳統學問思想中，儒家乃絕對性的優於其他諸子

思想。在他的心目中，儒學是「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

天理之純，人倫之至」156，自上古先秦時代開始，各種學說與儒學之間的爭論層出

不窮，但不論是道家還是佛教，都未及得上儒學的地位。從他所述： 

 

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

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孔子集千聖，等百王，參天

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157 

 

可知他視儒學為最神聖的學問，在廣大儒者的心中，孔子就代表聖人，孔門聖學無

可批駁之處。但當時的局勢顯然已無法再獨尊儒學，他認為問題有二，一為受到西

學衝擊，一為東方經典中的核心「儒學」，趨向衰頹。 

張之洞認為儒學衰頹原因有三，一為後儒曲解原意，一為其他諸子學廣泛流行，

一為儒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勸學篇．內篇．循序第七》寫道當時中國被譏笑

不肯變法圖強主因在於固守儒學而不知變通，英國報紙批評四書五經是「俗儒村師

解釋之理」158，他一一提出反駁，儒學被輕視乃肇因於地方上的私塾教師對儒學理

                                                      
156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216。 
157 同前註，頁 98。 
158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98。 

 



52 
 

解並不透徹。張之洞並認為儒學或已被法家、道家影響，這些地方上所教授的孔門

學問與真正的儒學有極大差距。 

由於儒學經典多屬微言大義，義理深奧，流傳到後世有些已是斷簡殘編、版本

眾多，有些遭到後儒誤解其意。他特別提到，漢武帝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漢

代讖緯流行，儒家經典中的文句被穿鑿附會，扭曲原意。 

 

群經簡古，其中每多奧旨異說，或以篇簡摩滅，或出後師誤解。漢興之

初，曲學阿世，以冀立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於是非常可

怪之論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

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為尤甚。159 

 

張之洞認為當世的儒學經典是受到秦漢以來的諸多謬誤影響，加以清代考據學興

盛，「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為闡揚，其風日肆，演其餘波，實有不宜於今之世道

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大毒可以殺人。」160許多儒者崇尚此類艱深玄妙的經典詮

釋，導致儒學更加脫離本意，才造成儒學的流弊，也使得儒學無法適應當代的需求。

他主張回歸原典：「竊惟諸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論語》、《孟

子》折衷之，《論》、《孟》文約意顯，又群經之權衡矣。」161以《論語》、《孟子》

為宗，作為一切儒學理論的基礎準則，來矯正時弊。 

也由於儒學不振，當世學子或有轉向先秦諸子學，不再獨尊儒學，「道光以來，

學人喜以緯書、佛書講經學，光緒以來，學人尤喜治周秦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學

諸君子所及料者。」更使得張之洞不得不振筆疾呼。他認為學者為了博通學術而兼

讀諸子之學未嘗不可，但諸子百家的最精華之處在儒家。身為士人他以經世濟民為

出發點，清楚地列述老子、莊子、墨子、韓非……等等各家的缺陷，認為儒學受到

                                                      
159 同前註，頁 83。 
160 同前註。 
16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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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肇因於漢代混入了道家思想： 

 

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後世君臣苟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

廢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軟媚無恥之習，其害亦為最巨。功在西漢

之初，而病發於二千年之後，是養成頑鈍積弱，不能自振之中華者，老氏之

學為之也。162 

 

他批評道家主張無為、反對禮教的思想，怒斥老子所言的「大巧若拙」使得智者裝

愚，導致中國的智巧也無法得到發展，文明無法進步。 

至於儒學過於繁瑣辛勞的問題，在《勸學篇．內篇．守約第八》他以戰國時代

類比晚清，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儒學尚未獨尊，九流十家互相攻訐，其中儒學最被

攻擊之處便是學說過於繁雜，難以速成，其鑽研之法又須先博後約，導致當世學者

有心無力。張之洞認為戰國時期的「博」與晚清的「博」並不相同，儒學主張先博

後約，乃是由於戰國時期典籍不多，博覽群書甚為容易；時至晚清，四庫全書已成，

各類典籍汗牛充棟，學海無涯，士人終其一生也無法遍覽群書，尤其戰國時期的儒

學原典義理深奧難解，後人註解繁多，眾說紛紜。因此張之洞轉而提到孟子有「守

約施博」163一說。由此可看出張之洞對於西學已開始妥協，他不再要求士人應當廣

博的學習儒學，而是技巧性的將儒學奉為核心，西學作為工具。 

經典需要傳承，他注意到當世之士在嶄新的西學引誘下，不好儒學，便藉著儒

學學問繁雜又無實際用途為由來攻擊儒學。張之洞所提出的解決方法便是孟子的

「守約施博」。他提到： 

 

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爰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

                                                      
162 同前註。 
163 同前註，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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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列於後，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為貴，不以殫見洽聞為賢。164 

 

他為經典作了一番梳理，以兼通中西之學的官員立場，在《勸學篇．內篇．守約第

八》開篇便疾呼：「儒術危矣！」165洋洋灑灑列出儒學必讀書目，條列出最為當世

所必要的經世濟民之學，張之洞深恐儒學越漸沒落，以為文化滅亡甚於焚書之禍。

但張之洞並非否認西學的重要性，只是他認為更不能忽視中學的必要性，《勸學篇．

外篇．會通第十三》洋洋灑灑列出十數本儒家經典，並陳述經典中與西方可互相呼

應之概念： 

 

《易傳》言通者數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謂「通」。難為淺見寡聞道，

是謂「不通」。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則舊學惡新學，姑

以為不得已而用之，新學輕舊學，姑以為猝不能盡廢而存之。終古柄鑿，所

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而已矣。 

《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

格致，與西人格致絕不相涉，譯西書者借其字耳。 

《周禮》土化之法，化治絲枲，飭化八材，是化學之義也。 

《周禮》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農學之義也。 

《禮運》貨惡棄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興焉，是開鑛之義也。 

《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國專設樹林部之義也。 

《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夫不以商足財而以工足財，是講工藝、暢土貨之

義也。 

《論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 

《論語》「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鄉而必居肆，意與《管子》處工就官

府同，是勸工場之義也。 

《周禮》訓方氏，訓四方觀新物，是博物院、賽珍會之義也。 

《大學》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國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

                                                      
164 同前註，頁 102。 
165 同前註，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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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之說也。 

《大學》生財大道，為之者疾，《論語》敏則有功，然則工商之業、百官之

政、軍旅之事，必貴神速，不貴遲鈍，可知是工宜機器、行宜鐵路之義也。 

《周禮》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學之義，亦

即出口貨無稅、進口貨有稅，及進口稅隨時輕重之義也。《論語》教民七年

可以即戎，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司馬法》雖遇壯者，

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與西人交戰時有醫家紅十字會同。 

《漢書．藝文志》謂九流百家之學皆出於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專門

學堂之義也。 

《左傳》仲尼見郯子而學焉，是赴外國遊學之義也。 

《內則》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聘義勇，敢強有力，所以行禮，

是體操之義也。 

《學記》不歆其藝，從鄭注。不能悅學，是西人學堂兼有玩物、適情諸器具

之義也。 

《呂刑》簡孚有眾，維貌有稽，貌，《說文》作「緢」，細也。《王制》疑獄

氾與眾共之，是訟獄憑中證之義也。 

《周禮》外朝詢眾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凶，是上下

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 

《論語》眾好必察，眾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 

《王制》史陳詩，觀民風，市納價，觀民好；《左傳》士傳言庶人謗，商旅

市，工獻藝，是報館之義也。 

凡此皆聖經之奧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瑣瑣傅

會者，皆置不論。166 

 

以上列出的絕大多數是儒學典籍裡最為經典的上古著作來加強說服力與正當性，

他試圖以中西會通來化解保守派與維新派的隔閡，破解守舊派鄙棄西學的問題，同

時讓維新派領悟西方看似新穎的觀念，傳統典籍早已包含在內。諸如化學、農學、

                                                      
166 同前註，頁 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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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學、工廠、遊學、議院等等西方的新詞彙、新技術，皆能在傳統典籍中尋到類似

概念，原理相同，只是展現形式不同。在此章中，他明確寫出對中西學問的看法： 

 

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

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167 

 

他將中西以內外做區分，將身心與處世分別開來，只要能擁護儒學的核心孝悌忠信，

皆是聖人之徒。如果只是寫注疏、談性理，於國家無益，亦可能使儒學消失，他痛

批這些人是「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168他道：「然則此時為聖人之徒者，

恐聖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張大之，要在修政，不在爭教，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者也。」

169為防止聖道遭到欺凌摧殘，就必須扶植擴展，此一關鍵在於修明政治，他認為要

護持儒教，唯有國家富強一途。儒者須身體力行，以儒學之道經世濟民，儒教才能

興盛。170 

張之洞作為儒者，認為經典唯有儒學方能濟世，是真正的實用之學，171卻忽略

儒學在清代的僵化與政府的政策有關，滿清政府將儒學作為統治工具，文字獄與八

股文取士扼殺了儒學的活力，張之洞避談政府的問題也是他被視為迂腐的主因。但

不可否認的是，張之洞在衛道的同時也致力於西化，他試圖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

走出折衷之道。《勸學篇》所列出的會通分為三類，分別為學術、政教、三綱，可

看出張之洞的會通是以中學為主，他自言中學為內學，可以修養身心，西學為外學，

可以應世事，但既然中西有別，那會通便無從說起。這與維新派的會通不同，維新

派不設主副之分，不論中西都要以致用為最高原則，真正打破了中西的隔閡。172 

若從滿清重臣的角度來看張之洞，其人之所以如此擁護儒學，原因或許在於傳

                                                      
167 同前註，頁 202-203。 
168 同前註，頁 203。 
169 同前註，頁 216。 
170 同前註。 
171 同前註。 
172 戚其章：〈全面評價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文化觀〉，收入馮天瑜、陳鋒主編：《張之洞與中國

近代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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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國以皇權為象徵的社會政治秩序與以儒家的三綱五常作為中心的文化道德秩

序是相輔相成的，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有賴於儒生的闡釋與支持，儒學傳統的持續與

發揚也有賴於政府的力量，173二者脣齒相依，唇亡齒寒。 

 

二、學問的理念與目的 

福澤諭吉與張之洞二人有感於時局動盪，西方列強版圖越漸擴大，他們開始尋

求如何使國家獨立於世界上，要如何使人民有所感，有所行動，而他們答案的核心

正是「勸學」。 

 

（一）二人學問目的皆為追求實用學問 

中國傳統將「器」、「氣」等範圍為核心的思想體系稱為實學。在宋明理學的思

想體系中，實學成為與佛教虛誕思想對立的學問，例如程頤（1033-1107）：「治經，

實學也。」174朱熹（1130-1200）在《四書章句集註》中認為《中庸》：「其書始言一

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175王守仁（1472-

1528）《傳習錄》也提到：「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176可知就宋明儒者的觀點而言，於經世有益之學即是實學。只是後來盛行空談心性，

理學中的實學思想與儒學的經世傳統被擱置一旁。177發展到清初，「實學」一詞產

生變化，葛榮晉在〈明清實學簡論〉的說明如下： 

 

當時的許多進步的政治家、科學家和思想家，為了同空談性理、鄙棄事功、

脫離現實，著力於心性修養的宋明理學相對立，他們總是把自己的學說和思

想稱為「實學」（以「實學為歸」），或者彼此以「實學相期許」。178 

                                                      
173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頁 93-118。 
174 〔宋〕程頤著，朱熹編：《河南程氏遺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頁 2。 
17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20。 
176 〔明〕王守仁：《傳習錄》（臺北：師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99。 
177 葛榮晉：〈明清實學簡論〉，頁 50-51。 
178 同前註，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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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末清初的實學是為了與宋明理學作出區別而生，特別是針對陽明心學而產

生的反動思潮。顧炎武、顏元（1635-1704）、戴震（1724-1777）、黃宗羲（1610-1695）

等人所談的實學指向經世致用之途，其特徵是「崇實黜虛」，具有救世改革的經世

思想特色，179但此實學仍不脫離儒學範疇。 

時至晚清，由於西學的廣泛傳播，「實學」一詞又再度發生變化，實學的範圍

內加入了西方學問。王爾敏在〈晚清實學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提到： 

 

歸納晚清實學之內涵大略，本於 1897 年《湘學新報》例言與同年之《實學

報》公啟。二者俱重中西融合，包括天文、氣象、地理、水文、重學、汽學、

聲、光、化、電、動物、植物、礦物、算學、曆法，以至公法、交涉、西洋

史志，並教務、商務。是皆可驗之王仁俊、章炳麟、何樹齡、譚獻等人所論

說者。凡此俱出現於十九世紀，並非更晚，代表實學已通行於十九世紀之末。

180 

 

王爾敏認為實學一詞先是出現在報章、奏章上，至光緒 23 年（1897）時《湘學新

報》與《實學報》創辦人王仁俊（1866-1913）正式列出實學門類，《湘學新報》與

王仁俊二者所劃定的實學範圍與內涵明顯有來自西學的部分，顯見學習西學已是

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日本德川時代所認知的實學原先也承自儒學之意，比如貝原益軒在

《慎思錄》提到比起章句訓詁，修己明倫方是具有實用性的學問，181黃俊傑在〈日

本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特質：「實學」的日本脈絡〉中也如此解釋：「德川日本儒者

                                                      
179 同前註，頁 45-46。 
180 《湘學新報》將實學定為史學、掌故之學、輿地之學、算學、商學、交涉之學六門。王仁俊則

將實學分為天學、地學、人學、物學。王爾敏：〈晚清實學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第 52 期（2006 年 06 月），頁 46-47。 
181 小泉仰：〈福沢諭吉の学問論〉，《哲学》第 91 期（1990 年 12 月），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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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知的正統儒學在於以強烈的社會政治取向，而落實在人倫日用之上的『實學』」

182因此德川時代的「實學」意涵尚是屬於儒學的範疇內，張崑將於《日本德川時代

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一書中指出荻生徂徠的實學

觀屬於在政治上有實用性的「實證性的實學」，183此種觀點也與後來洋學者的觀點

相似，即實學必須能夠在政治上發揮功能才能稱為實學。在西學傳入後，對杉田玄

白（1733-1817）、大槻玄澤（1757-1827）、桂川甫周（1754-1809）等蘭學者而言，

中國的學問缺乏能夠反覆論證的理性法則，西學具備了科學原理與技術實踐，更符

合近代學問需求。因此對他們而言，所謂的實用學問除了傳統的實用意涵之外，更

包含西方科學的原理與技術。184 

上述可知，在面對文明開化的西方國家夾帶船堅砲利的高階技術而來時，中日

兩國的知識份子皆開始試圖將西學納入本國學問體系之中。對近代中日兩國知識

份子而言，所謂實學，已不僅僅是實用的學問，更是包含了西方文明的學問體系。

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中皆強調學問必須實用，他們的實用學問皆

包含了西學的範疇。福澤諭吉在《勸學．初編》提到： 

 

現在應該把這些消磨時間的學問放在其次，先追求與日常生活密切關聯的

實用學問。例如：學習日語平假名四十七字母、書信的寫法、記帳的方法、

珠算、度量衡等，需要學習的事還很多：例如地理學，讓我們瞭解日本的本

國地理之外，還讓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和交通。物理學是研究天地

萬物的本體及其作用的學問。歷史學是從編年史的詳細記載，瞭解古今世界

各國大事的學問。經濟學是從一身一家的理財至研究社會全體經濟的學問。

修身學，講的是修身齊家，與為人處世道理的學問。這些學問均必須研讀西

                                                      
182 黃俊傑：〈日本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特質：「實學」的日本脈絡〉，《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

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 年），頁 307。 
183 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臺北：臺大出

版中心，2004 年），頁 13。 
184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研究》（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頁 35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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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書籍譯本，一般事物用日文的假名即可。185 

 

他將漢學與和學稱為消磨時間的學問，強調應該學習能運用在日常生活的技能。除

了基本的本國文字、書信、記帳、度量衡等對平民百姓生活實用的技能外，福澤諭

吉還特別提到了地理、物理、經濟等非日本傳統學問，明顯是受到西學學科分類的

影響。186他藉著批評漢學與和學無甚用處來強調西學的長處： 

 

這裡所指的『學問』，並不是指認識艱澀難懂的字，能夠讀難懂的古文、吟

詠詩歌、作詩等，對現實社會毫無用途的學問而已。雖然這些學問能夠陶冶

人心，也有它的良好功用，不過卻不像自古以來的漢學者與國學者所說的那

麼重要。……。因為這些學問不具實用，不合日常生活的需要。187 

 

就福澤諭吉的觀點來看，和學與漢學雖能陶冶人心，但沒有急迫性，人民應當學習

能使自身獨立生存的技能，他所認為的實學是根基於西方文明的各種學問，這才是

當時日本人最迫切需要的學問。由此可見他是有意識地將西學加入本國學問體系

之中。 

張之洞則是針對國內鴉片問題特別寫了一章《勸學篇．內篇．去毒第九》，意

在宣揚學習的重要。晚清鴉片腐蝕人心甚深，吸食鴉片者眾，且鴉片僅能仰賴進口、

                                                      
185 原文：「されば今かかる実なき学問は先ず次にし、専ら勤むべきは人間普通日用に近き実学

なり。譬えば、いろは四十七文字を習い、手紙の文言、帳合の仕方、算盤の稽古、天秤の取扱

い等を心得、なおまた進んで学ぶべき箇条は甚だ多し。地理学とは日本国中は勿論世界万国の

風土道案内なり。究理学とは天地万物の性質を見てその働きを知る学問なり。歴史とは年代記

のくわしきものにて万国古今の有様を詮索する書物なり。経済学とは一身一家の世帯より天下

の世帯を説きたるものなり。修身学とは身の行いを修め人に交わりこの世を渡るべき天然の道

理を述べたるものなり。これらの学問をするに、いずれも西洋の翻訳書を取調べ、大抵のこと

は日本の仮名にて用を便じ」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3。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

譯：《勸學》，頁 28-29。 
186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3。 
187 原文：「学問とは、ただむつかしき字を知り、解し難き古文を読み、和歌を楽しみ、詩を作

るなど、世上に実のなき文学を言うにあらず。これらの文学も自ずから人の心を悦ばしめ随分

調法なるものなれども、古来世間の儒者和学者などの申すよう、さまであがめ貴むべきものに

あらず。……。畢竟その学問の実に遠くして日用の間に合わぬ証拠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

すゝめ》，頁 12。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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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昂貴，使得國家人力、財力皆受到巨大損害。但嚴刑峻法並不能使鴉片斷絕，

與其頒布刑罰，不如疏導民情，唯有教育才是解藥，他直言： 

 

農無厚利，地無異產，工無新器，商無遠志，行旅無捷途，大率皆可以不勤

動、不深思、不廣交、不遠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緩，緩生暇，暇生廢，

於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學之故也。188 

 

他以為國家發展之所以停滯在於國人五體不勤、視野狹隘，所以各行各業安於現狀，

未有突破。他主張以學習引導人民進步： 

 

若學會廣興，文武道藝，城鄉貴賤無有不學，弱者學之於閱報，強者學之於

遊歷，其君子胸羅五洲，其小人思窮百藝，方且欲上測行星、下窮地隔、旁

探南北極，豈尚有俾晝作夜、終老於一燈一榻者？導之且不為，況禁之哉？

故曰興學者，戒煙之藥也。189 

 

張之洞提倡興辦學會，不論身處都市鄉村、貧富貴賤，若能讀書識字，有能者

透過遊歷，能力較差者則閱讀報刊來了解世界動態。若能將學習的必要性擴及社會

各階層，如此一來，百工之藝到先端學術都能得到發展。張之洞對於百姓的指引尚

且如此，對士人的指導又更專門，張之洞在《勸學篇．內篇．守約第八》將士人應

學的學問分為九門，並分門別類提出最具代表性的典籍、人物、或是學習方向。九

大領域分別是：經學、史學、諸子、理學、小學、詞章、政治、地理、算學。其中

前五者都不脫儒學範疇，諸子學看似要博通他學，但若有悖於儒學則不讀；詞章、

政治之學的工具性濃厚，僅地理、算學屬西學，190但可以注意的是，不論是對平民

                                                      
188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124。 
189 同前註。 
190 同前註，頁 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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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還是士人，張之洞都試著將西學納入學問體系中，可見張之洞對於西學作出了

讓步。對晚清學問此種現象，王爾敏在〈晚清實學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提到： 

 

實學之時代意義，那就是中國的傳統格局之學術綜攝特質，已到了最後的自

立階段，過完十九世紀，中國學術之主體性，將會碰上更多的挑戰衝擊。實

學尚是統攝中西學術，其來自二千年固有的經、史、子、集架構，要退出空

間，留給吸收來的西方學問，看來舊的學術體系就要發生調整的需要。由此

可知，實學的學術建構，自應是中國有識之士一個適應世變的明智選擇。191 

 

福澤諭吉與張之洞二人同樣醒悟到要凸顯國家的主體性，應當盡快學習西方

的實用技術，以抵抗列強的侵略，因此更加強調學問的實用性。從張之洞的安排可

知其學問仍有以「實用」為目的。只是張之洞的「實用」之學從所列的學習領域以

及應讀書目來觀察，可知學問的動機在於經世濟民，是以官員身分來判斷是否「有

用於世」，而非就一般平民百姓的立場來判斷，與福澤諭吉所尋求的實學不同，福

澤諭吉所談的實學，是針對當時的日本社會所有人民而言，學習與日常生活密切關

連的實用學問，才能夠使人富貴賢明。 

 

（二）福澤諭吉學問之理念 

福澤諭吉認為有了實學的教養後，人人都能盡本分，盡責盡職，達到理想的一

身一家乃至於一國獨立。192其中學者更肩負帶領國家文明進步的重任。 

 

1.一身之獨立，一國之獨立 

福澤諭吉認為社會上有貧富、貴賤、愚賢之分，原因皆在於學問的有無：「賢

                                                      
191 王爾敏：〈晚清實學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頁 47。 
192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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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愚人之別在於學與不學。」193他破除了神明、命運的迷信，認為人生來平等，

努力求學、勤勉工作的人方能得富貴。 

求學問的目的除了追求個人的自由獨立，應當更進一步追求國家的自由獨立。

有志之士必須刻苦求學，待這些年輕學子成材，國內就不再須要依賴西方的供給，

機關學校不用再以高薪雇用外國人。福澤諭吉雖然推崇西方學問，但更強調要與西

方競爭智慧，國民智識優越才能提高國家地位。194 

 

2.文明由學者推動 

就福澤諭吉對西洋諸國歷史的觀察，一國的文明必須由中間階層的人民來推

動、影響全國百姓，待到百姓擁有與政府相當的力量後，文明方能進步，此一觀點

來自於他對西洋諸國歷史的觀察： 

 

從西洋各國的歷史來看，商業、工業，無一是由政府創造。而都是由中產階

級的學者所創。華特發明蒸汽機、史蒂文生設計出火車、亞當．史密斯在《國

富論》中闡明經濟的原理，而使工業經濟的方法有了大轉變。195 

 

他期待學者能夠運用學識發展事業，成為人民的楷模。尤其學者負有平衡政府與民

間的使命，讓國家擁有穩固的基礎，能與外國競爭。196 

 

當一位學者以其智慧將其研究或發明展出成果之後，為了讓這些發明研究

普及實用化，便在民間組織公司，漸漸擴張規模，……。政府的義務，只要

                                                      
193 原文：「されば賢人と愚人との別は、学ぶと学ばざるとに由って出來るものなり。」福沢諭

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1。筆者自譯。 
194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06-110。 
195 原文：「西洋諸国の史類を案ずるに、商売工業の道一として政府の創造せしものなし、その

本は皆中等の地位にある学者の心匠に成りしもののみ。蒸気機関はワットの発明なり、鉄道は

ステフェンソンの工夫なり、初めて経済の定則を論じ商売の法を一変したるはアダム・スミス

の功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58。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86。 
196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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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礙民間活動，體察人心所向，並加以保護即可。因此，實行文明事業的

是民間人，保護扶植文明的是政府。於是一國民眾，就像將本國的文明據為

己有一般，……。文明的諸現象皆成為提振國民精神力的源泉。197 

 

福澤諭吉認為學者應專注在文明的開發與前進上，政府則不予妨礙。學者要是只想

著擔任政府官員，而不潛心於學問上，是庸碌而自覺心不足，與封建制度下的漢學

者無異。198若名氣稍大的知識份子都想成為「御用」學者，那麼一般百姓自然競相

效仿，導致「凡是民間的事業，十之七八無不都與政府有關。因而人心隨其風

潮，……，很少有人能發揮獨立自尊的勇氣。」199此句清楚點明了若由政府來主導

文明發展，則人民會過於依賴政府，鮮有進步。他鼓勵學者要作為先驅，在《勸學．

第五編》如此道： 

 

我們慶應義塾的同志，肚子裡已有學問者，已得到讀書的方法者，領會學問

之術者，自然會忍貧苦冒艱難，將所學習得到的知識應用在文明的事業上。

其科目不勝枚舉。對商業要努力，對法律也應盡量論議，工業要興，農業要

獎勵；著作、翻譯、發行報紙等，凡是有關於文明的事業，都當作自己的使

命，成為國民的先導，與政府協力。200 

 

                                                      
197 原文：「その工夫発明、先ず一人の心に成れば、これを公にして実地に施すには私立の社友

を結び、益ゝその事を盛大にして……。……政府の義務は、ただその事を妨げずして適宜に行

われしめ、人心の向かうところを察してこれを保護するのみ。故に文明の事を行う者は私立の

人民にして、その文明を護する者は政府なり。これをもって一国の人民あたかもその文明を私

有し、……。故に文明の事物悉皆人民の気力を増すの具と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

頁 59。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86-87。 
198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46。 
199 原文：「凡そ民間の事業、十に七、八は官の関せざるものなし。これをもって世の人心益ゝ

その風に靡き、……、毫も独立の丹心を発露する者なくして、……」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

め》，頁 47。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72。 
200 原文：「我社中既にその術を得たる者は、貧苦を忍び艱難を冒して、その所得の知見を文明

の事実に施さざるべからず。その科は枚挙に遑あらず。商売勤めざるべからず、法律議せざる

べからず、工業起さざるべからず、農業勧めざるべからず、著書訳術新聞の出版、凡そ文明の

事件は尽く取って我私有となし、国民の先をなして政府と相助け、……」福沢諭吉：《学問の

すゝめ》，頁 60-61。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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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學者深具信心，期待學者必須平衡政府與民間，讓國家擁有穩固的基礎，能與

外國競爭。 

他呼籲不論是人民、學校，還是政府，都不可輕易自我滿足，要以世界其他強

大的人物、學校，或國家為目標。201他也以印度與土耳其為例，文化深厚的印度與

武力強大的土耳其在當時卻淪為英國、法國的掌控之中，福澤諭吉認為原因在於： 

 

國民的視野狹窄，僅看到自己國家，他們滿足於本國的現狀，只把現狀面與

他國比較，看不出其間的優劣，而自我陶醉。……。而不知把別國整體的狀

態，與本國的整體狀態做比較、與他國爭勝負；……。國民糊裡糊塗地安於

和平的空氣，又在國內的派閥鬥爭間，為外國商業權威所壓迫，終於喪失了

國權。202 

 

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製造鴉片毒害中國，使英國賺取暴利；土耳其的商業被英、

法掌握，國內經濟衰退，產業不振。福澤諭吉主張人民應關注世界全局，多加比較

國內外的實際情況，才明白西方勢力已逼得其他國家無法再獨善其身。 

 

（三）張之洞學問之理念 

張之洞在《勸學篇．內篇．循序第七》直言：「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

不講西學。」203時勢所趨下，他承認並推廣西學的重要，並將推廣的責任由政府一

肩擔起。 

 

 

                                                      
201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27-129。 
202 原文：「その人民の所見僅かに一国内に止まり、自国の有様に満足し、その有様の一部分を

もって他国に比較し、その間に優劣なきを見てこれに欺かれ、……、勝敗栄辱共に他の有様の

全体を目的とすることを知らずして、万民太平を謡うか、または兄弟墻に鬩ぐのその間に、商

売の権威に圧しられて国を失うたる者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31。譯文來自福

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70-171。 
203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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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 

在《勸學篇．序》闡明本書之義在於五知，分別是：知恥、知懼、知變、知要、

知本。其中「知要」與「知本」寫明了中西學問之別： 

 

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

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204 

 

他以「知本」加強對本國的向心力，提出中學與西學應該學習的方向，中學在於經

世致用，西學在於典章制度，他破除了過往以科學技術為先的迷思，承認西學中政

治制度、政治學說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對西學知識的體悟從器物提升到理論制度。

「知要」則挑明中學的致用之學為中國學問的根本，不可廢除，205他提到：「中學

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206將中西以內外做區分，將身

心與處世分別開來： 

 

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立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

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

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207 

 

他更以外國為例，認為外國學校也是每日誦讀聖經，學拉丁文，了解本國地理、政

治，以發揚本國文化。他並用此例來緊扣最為重視的「保種、保教、保國」，說明

中國人若不通中學而先通西學，是不知本。所以學習順序上是儒學為絕對優先，學

習儒學後再以西學補其不足之處。 

這樣的堅持應是來自於身為政府官員對民間傾心西學的觀察與憂懼。明清之

                                                      
204 同前註，頁 25。 
205 同前註，頁 25。 
206 同前註，頁 202-203。 
207 同前註，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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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在華傳教士與日俱增。洋務運動推行後，在中國的傳教士為了祖國或宗教信仰，

也紛紛試圖擴大影響力，傳教士原本就會藉傳播科學知識的名義推廣宗教，如傳教

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在《萬國公報》（1868-1907）發表的〈格

物致知論序〉便說： 

 

試以舊約之說證之，夫造化主先造萬物而後造人，何哉？誠以人為萬物之靈，

居乎萬物之上，而萬物賴以制理統轄者也，然人非遽能治理之、統轄之也，

必先明乎格致之用，而後可以權自我操，故創造以來造化主亦欲以己之權能

全付于人，而默示以格致之用。人之不背乎造主者，要先以格致為入道之基，

奈之何人不知敬信上主，感謝上主，捨本而逐末，遂至心思日流于誕妄，志

氣日形其昏惰，自衿智慧適成庸愚。208 

 

《萬國公報》由林樂知等多位傳教士主辦、編輯，引進介紹許多西學知識，從〈格

物致知論序〉可以看到，傳教士在介紹近代科學奧妙的同時，也會趁機宣揚西方人

之所以能發明這些技術是來自於上帝的眷顧，藉著科技新知吸引人民信服。因此張

之洞雖然承認西學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但在學習歷程上仍要排出先後順序，儒學為

中國學問的根本，不可廢除，他甚至認為若排除中學將是災難的開始：「然不先以

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

209在後人看來張之洞所言或許太過恐慌，但試想晚清處境，比起學習先進學問，他

更加畏懼學子被國外勢力同化、入侵，尤其西化越深者越輕視中國本土文化，這樣

的人才即使再好，國家也不能放心任用。 

 

2.文明由政府推動 

張之洞認為企業、學校、軍隊……等等事業在目前落後於西方的情況下，由政

                                                      
208 林樂知：〈格物致知論序〉，《萬國公報》第十七卷（華文書局，1968 年），頁 10957。 
209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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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來扶植保護更佳。政府也確實做到廣設洋學校、辦工廠等，《勸學篇．外篇．益

智第一》裡的〈愚民辨〉中，列出清代政府並無輕視西學，天文數理、地圖、農業

方面皆有洋人所著或協作之圖書出版，又設立同文方言館、製造局、船政衙門等西

學機構，並派人至歐美留學。為了鼓勵西學，同文館的學生還有獎學金與遊學等獎

助辦法。可見朝廷並非不重視西學，但西學仍然不受多數士人重視，張之洞將問題

歸咎至士大夫的心志，士大夫在其知識圈裡互相影響，排擠西學；加上留學者學藝

不精，故而未能得出成效。210 

 

（四）二人理念之探析 

從《勸學》與《勸學篇》書中有關學問理念的論述可以看出以下四點相似之處，

但其中內涵又有略微相異處，以下分述之。 

首先，福澤諭吉與張之洞著書的動機在於本國比起歐美有不足之處，故著書目

的皆在於要使國家獨立自主，不受西方列強的侵擾。其次，二人所提倡的實用學問

皆是包含西學的實學，但二人對西學的涉獵範圍有所差異，儒學為中國既有傳統，

難以割捨，故張之洞以儒學為主，西學涉獵較淺；但對日本而言儒學是外來學問，

加上日本具有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加以改造的特性，儒學對福澤諭吉而言較能輕易

割捨，故主張以西學為重。接著，他們同樣期待中間階層的學者／士人來影響社會，

但福澤諭吉認為文明應由人民主導，張之洞則認為應由政府來推動。最後，福澤諭

吉與張之洞也同樣認為不應盲從西學。福澤諭吉認為： 

 

人們向來盲信日本舊弊，現也以同樣的態度，盲信西洋的新風。羨慕西洋文

明之餘，連西洋人的缺點也學起來。至於更甚者，在未探知值得相信的新主

義之前，就把舊文明拋棄，成為一身空虛，失去精神的安定。211 

                                                      
210 同前註，頁 91-92、131-132。 
211 原文：「いわゆる旧を信ずるの信をもって新を信じ、西洋の文明を慕うの余りに兼ねてその

顰蹙朝寝の癖をも学ぶものと言うべし。なお甚だしきは未だ新の信ずべきものを探り得ずして

早く既に旧物を放却し、一身あたかも空虚なるが如くにして安心立命の地位を失い。」福沢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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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張在提出質疑後，便要有明確的判斷力，學問最重要的就是培養判斷力。缺乏

判斷力的人只會一味排斥東洋文明、盲從西洋文明，以為只要是西學就是最好的。

福澤諭吉認為東方與西方風俗人情不同，要採納他國的風俗習慣，必須經過長時間

的審慎思考、研究累積。他直言西洋風俗並非盡善盡美，日本也非全都不好。212因

此人應有批判能力，西方文明嫁接到日本必須有所取捨選擇。213這與張之洞不願拋

棄儒學做為中國學問的核心，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有相似之處。 

福澤諭吉與張之洞都沒有拋棄國家的主體性，張之洞是以中國為主角，來看待

西方文明，在以儒學不可拋棄的前提下學習西方長處；福澤諭吉是站在旁觀者的角

度評斷西方與日本文化，主張舍短取長。因此二人皆反對盲從西學，對於西學應採

取理智選擇的態度。 

 

第二節 近代化的指標 

福澤諭吉認為國家要獨立，需要先進的文明，而文明與學術、經濟、法律三者

密切相關。而發展文明除了仰賴政府推動外，更需要民間有識之士的啟蒙，讓人民

自發性的活動起來。張之洞主張由政府推行，再請地方仕紳支援，二人都期待中間

階層知識份子協助引導文明進步。但福澤諭吉更進一步指出，專制制度下的人民過

度依賴政府，虛應故事。214他特別指出這就是所謂專制獨裁下的官僚氣質： 

 

政府採權宜之計，指導人民，謂要等待人民智德進步，自動自發地向文明邁

進，……。可是政府用威，人民便以慣用的欺騙予以應對罷了，政府用巧言，

                                                      
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63-164。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210。 
212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57-159。 
213 同前註，頁 163-164。 
214 「受專制政治欺壓的結果，人人無法表達心中所思，一味蒙騙政府以圖自身的安全，只一味想

著要怎樣虛應政府官員以逃避受罪。因此，敷衍搪塞成為處世所需要的工具，不誠實已成為日常

習慣，既不以為恥，更不以為怪，個人廉恥早已掃地，豈有餘力思考國家大事？歷代政府則為矯

正此弊更加虛張聲勢，以此威脅訓斥人民，強迫人民走誠實之道，沒想到反而把民眾推向不誠實

之道，……。因而政府與人民上下之間隔閡漸生。」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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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是在表面上服從。215 

 

他認為文明要進步，首先要掃除官尊民卑的人民習性，這必須要仰賴洋學者之流在

民間興辦私人事業，成為人民的模範。這與張之洞的主張相左，張之洞認為華人的

習性不佳，必須由政府來管控。二人對於人民的看法不同，導致邁向近代化的辦法

產生差異。福澤諭吉期待文明是上下一心，人民主動進取，自主行動，張之洞則認

為應由上而下，由政府獎勵管束。 

 

一、人權──「獨立」與「明綱」 

福澤諭吉在《勸學》開篇即言：「天不在人之人上造人，不在人之人下造人。」

216這段話可視作福澤對於人權的解釋，至於人有富貴愚賢之別，全在於學習與否。

為了提倡學問的重要，使學問能衝破階級束縛，他大力抨擊封建制度下專制與階級

的弊害。 

首先，福澤諭吉《勸學．第八編》其中一段旨在談論男尊女卑和父權專制之弊，

福澤諭吉猛烈抨擊和學者與漢學者主張的主從貴賤的名分觀念。217指責封建制度

下的一夫多妻制時，他引孟子的言論作為批判的入口： 

 

又有人主張：「納妾是為了傳承香煙。孟子的教誨中不也說：『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但我要說，講這種違背天理的話的人，不管是孟子或孔子，

他可以說根本是天下的罪人。娶妻，不生子，便說大不孝，這是什麼話？（因

為妻不生育，為了子嗣，要納妾），遁辭也太甚了。只要是一個具有人心的

人，誰會相信孟子的妄言？218 

                                                      
215 原文：「然るに今一時の術を用いて下民を御しその知徳の進むを待つとは、……。政府威を

用うれば人民は偽をもってこれに応ぜん、政府欺を用うれば人民は容を作ってこれに従わんの

み。」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45。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70。 
216 原文：「天は人の上に人を造らず人の下に人を造らず」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1。

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27。 
217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89。 
218 原文：「或人また云く、妾を養うは後あらしめんがためなり、孟子の教えに不孝に三あ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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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引言來自《孟子．離婁上》，原句為「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

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219若只單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往往使人以為孟子意在譴責無後的男女，但就整句來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是作為此句的前提，真正的重點在於舜不告而娶的行為是否合宜。後人對於此句，

多著墨在權衡之意，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

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

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

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220 

 

朱熹認為舜是在權衡之後選擇不告而娶，面臨兩難之時，當以義為原則取其重，舜

認為無後是最大不孝之行為，為免陷父母於不義，故不告而娶，此舉才是顧全父母

的孝行。 

若單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句，漢代趙岐有較為仔細的詮釋：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

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221 

 

由趙岐的註解可知無後為大的原因在於祖先無人祭拜。若子孫沒能為家庭延續後

                                                      
後なきを大なりとすと。余答えて云く、天理に戻ることを唱うる者は孟子にても孔子にても遠

慮に及ばず、これを罪人と言いて可なり。妻を娶り子を生まざればとてこれを大不孝とは何事

ぞ。遁辞というも余り甚だしからずや。苟も人心を具えたる者なれば、誰か孟子の妄言を信ぜ

ん。」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92。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24。 
21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338。 
220 同前註。 
22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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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則祖先將無後人祭拜，不但自己不孝，也讓父母不孝於先祖。中國傳統以血緣

為重，《論語．為政》甚至有譴責祭祀他人之言：「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222表現出中國文化中血緣傳承的重要性，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祭祀祖先、慎終追遠的

傳統，每當祭祖時都需進行一套完整的禮儀流程，儒學經典如《論語》中有談論祭

祀的重要，《禮記》則對祭祀禮儀加以闡釋說明。對中國人而言，香火的傳承是維

繫家族延續的方式，習俗文化也仰賴代代繼承。日本的祭祖習俗雖受到中國文化影

響，但僅發展至墳前祭祀，不像中國有嚴謹的宗廟制度與祭祀儀式。223中日兩國不

同的祭祖文化導致福澤諭吉無法認同中國如此重視有血緣的子祀此一觀念。以至

於福澤諭吉對盡孝與生養後代也提出反駁： 

 

不孝，本是指為人子者悖理行事，令父母身心不快。老人的心情當然希

望得孫子，但怎能說孫子晚出生，便是兒子的不孝呢？試問普天下，可有父

母在兒子有了良緣，娶了好媳婦，卻因為不生孫子，便憤怒地打罵兒媳，或

把他們趕出去嗎？世界雖大，但從沒聽過有這樣奇怪的父母。「因為沒有生

兒子不孝，所以要納妾」，這種話根本就是沒有根據的謬論，不須一一舉出

議論，問自己的心便明白。224 

 

福澤諭吉未能注意到的是，中國極為重視血緣傳承，對中國人而言，若祖先祭祀斷

絕，則家族氣脈將止。《左傳》更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225的說法，因

此中國傳統上若未能生子也多從同系血親中取得養子。日本則不同，日本社會不拘

                                                      
222 同前註，頁 69。 
223 黑田秀教：〈日本古代祖先祭祀之形成－外來思想之影響與特色〉，《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27

期（2014 年 06 月），頁 267-270。 
224 原文：「元来不孝とは子たる者にて理に背きたる事をなし親の身心をして快からしめざるこ

とを言うなり。勿論老人の心にて孫の生るるは悦ぶことなれども、孫の誕生が晩しとてこれを

その子の不幸と言うべからず。試みに天下の父母たる者に問わん。子に良縁ありてよき媳を娶

り、孫を生まずとてこれを怒り、その媳を叱りその子を笞ち、或いはこれを勘当せんと欲する

か。世界広しと雖も未だかかる奇人あるを聞かず、これらは固より空論にて弁解を費やすにも

及ばず。人々自らその心に問いて自らこれに答うべきのみ。」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92-93。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24。 
225 〔春秋〕左丘明：《左傳》（臺北：師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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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於血緣，而是以家業為核心，具有悠久又普遍的養子制度，幕府將軍、大名、乃

至武士、庶民，都有領養的例子。對日本社會而言，比起血緣更重要的是家族利益

未來的發展，養子願意繼承家業、祀奉先人更為重要，至於是否有血緣關係，那便

不那麼重要了。226 

因此，在此一文化背景下，福澤諭吉反對將婦女視作生兒育女的工具，他認為

蓄妾無異於將女子當作器具，此種倫理陋俗、封建遺風，是文明社會所不容的。婦

女在家庭中應當也保有自己的獨立自尊，才能承擔社會責任。227因此他不但反對無

後不孝，也反對納妾。他強調父母的責任，以中國二十四孝的故事為愚孝之例，認

為以名教強迫子女順服違反人性。應是自然而然的親情表露而盡孝道才可說是真

正的孝順。228 

不僅婚姻、親子關係不合理，福澤諭吉認為封建制度使女性始終處於不平等地

位。在《勸學．第十三編》批判階級束縛造成怨恨，進而〈論怨恨對人之害〉： 

 

昔時孔子曾嘆道：「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論語》）但是據我想來，

其實是孔子自己的教誨播下種子，自己卻為其弊害而傷神。因為人的本性，

並無男女不同之理。而「小人」，是指下層階級的人嗎？出生自下層階級的

人，並非天生就注定為下等人。無論下人或貴族，出生時的氣質並無不同，

自不待言。然而，為什麼女子與小人卻難於處理呢？孔子這麼說是什麼原因

呢？尋思所及，（依古來東洋的道德觀看來）因平時已在百姓的腦中種下卑

屈精神的種子，這種想法尤其束縛弱小的婦人或小人的自由，絲毫不給予他

們活動的自由，因而釀成怨恨之習性，以致成為乖僻的個性，連孔夫子也不

得不嘆息。229 

                                                      
226 聶友軍：〈收養養子習俗與傳統日本倫理觀〉，《日本研究》2017 年第 01 期，頁 68-69、71。 
227 李永熾：《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臺北：稻鄉，2009 年），頁 223-229。 
228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93-95。 
229 原文：「昔孔子が、女子と小人とは近づけ難し、さてさて困り入たる事哉とて歎息したるこ

とあり。今をもって考うるに、これ夫子自ら事を起こして、自らその弊害を述べたるものと言

うべし。人の心の性は、男子も女子も異なるの理なし。また小人とは下人ということならん

か、下人の腹から出でたる者は必ず下人と定めたるに非ず。下人も貴人も、生れ落ちたる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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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來自《論語．陽貨》，原文為「子曰：「唯女子與小

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230此句爭議最大之處便是有歧視女性之嫌。

《論語》書中孔子對於女性談論極少，此句自然容易被當成孔子的主要觀點。勞悅

強〈從《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章〉論朱熹的詮釋學〉詳細的分析了此句，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如此解釋：「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

以贋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231朱熹根據「養」字作為理解的關鍵處，

「養」有上對下的意味；另一方面，若是道德意義上的小人應包含男性與女性，就

不需要另外提出「女子」，女子與小人應是特別指身分地位而言，不具普遍意涵，

當為家中的女僕侍妾，故女子非指全體女性。《論語》裡能觀察到的是孔子在談及

與人相處時，除了此則外從無提及與他人來往要有遠近之別，需要斟酌遠近問題顯

然是針對家居日常而言，春秋時代貴族士大夫家中畜養臣妾為常見之事，「不遜」、

「怨」可看作是期待女子與小人謙遜且不怨，這與當時講究上下有序的「禮」較為

符合，232也能呼應孔子所期盼的「復禮」之念。故此句是指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脈絡

下，家庭或家族內部上下關係的原則。 

中國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也針對該句指出女性生來即被歧視，233與福澤諭吉的

觀點不謀而合，福澤諭吉將「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視為聖人的牢騷，將小人解

釋為下層階級，女子則為普遍的女性，女子與小人生來就處於被壓迫的地位正是使

他們難養的原因。福澤諭吉曾經歷德川時代以封建制度束縛人心的時期，因此相當

厭惡封建制度下階級不平等的現象，他將封建制度當作儒家造成的惡果，故此語意

在抨擊封建制度，以提出男女皆應獨立的看法。 

                                                      
性に異同あらざるは固より論を俟ず。然るにこの女子と下人とに限りて取扱いに困るとは何故

にぞ。平生卑屈の旨をもって固ねく人民に教え、小弱なる婦人下人の輩を束縛して、その働き

に毫も自由を得せしめざるがために、遂に怨望の気風を醸成し、その極度に至ってさすがに孔

子様も歎息せられたること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37。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

黃玉燕譯：《勸學》，頁 179。 
23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214。 
231 同前註，頁 214。 
232 勞悅強：〈從《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章〉論朱熹的詮釋學〉，頁 131-163。 
233 同前註，頁 13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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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本於天賦人權與個人自由主義的理論，提倡男女平等。他認為家庭是

社會的基礎，丈夫與妻子該擁有各自的獨立自尊。234男女不同之處僅在於體力強弱，

但對世界的貢獻程度是一樣的。235人人皆有獨立自尊，需要學問與智德來去除獸性

挽救人性，並且不該受後天人事的干擾而受蒙蔽，人人具有獨立自尊才能平等互助，

否則官尊民卑、男尊女卑的社會是難以達到文明的。他鼓吹男女平等的用意除了基

於人權獨立自由的思想外，也在於追求國家獨立與文明開化。佔國家一半人口的女

性被壓制，是違反人權，也是國家恥辱。236他在《西洋事情》即主張一夫一妻制，

《勸學》裡反對一夫多妻，直批此為違背天理，與禽獸無異。237 

相對於福澤諭吉引用《論語》、《孟子》來批評封建階級束縛人權的弊害，張

之洞在《勸學篇．內篇．明綱第三》較為完整的表述了他對於人權的見解，張之洞

同樣引用儒家經典，目的卻是相反，張之洞要論證三綱五常在於中國的合理性與特

殊性，最為具體的一段論述如下：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此《白虎通》引《禮緯》之說也，董

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論語》「殷因於

夏禮，周因於殷禮」，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此《集解》馬融之說也，

朱子《集注》引之。《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

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

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

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

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238 

 

                                                      
234 李永熾：《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頁 220-221。 
235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90。 
236 李永熾：《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頁 190-191、246。 
237 鹿野政直：《福沢諭吉》（東京：平凡社，1978 年），頁 44。 
238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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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如張之洞所言來自於東漢班固《白虎通．三

綱六紀》篇：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

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網，夫為妻綱。」

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

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

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

若羅綱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239 

 

三綱六紀作為人道的綱領，是維繫社會的原則。林麗雪在〈白虎通「三綱」說與儒

法之辨〉提到：《白虎通》是班固為白虎觀會議所作的紀錄，表面上是為了經說歧

異提出統一說法，實則引用經書訂定禮制以做為治國憑藉，故特重人倫禮制以期使

社會秩序穩定。因此《白虎通》裡的三綱之說是藉儒家禮制思想來制定建立社會與

家族的倫理之道。240 

景海峰〈「三綱五常」辯義〉闡明了三綱之說乃是延續董仲舒《春秋繁露》的

思想。「三綱」一詞首次出現在漢代董仲舒（197-104B.C.）的《春秋繁露》，他將君

臣、父子、夫婦的關係與陽尊陰卑的理論搭配，形成一套倫理觀。241但若試著追溯

儒家對於人倫關係的言論，可發現孟子所提出的五倫並無上下關係：《孟子．滕文

公上》所言為：「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239 〔漢〕班固：《白虎通》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03。 
240 林麗雪：〈白虎通「三綱」說與儒法之辨〉，《中國書目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1983 年 12 月），

頁 105-117。 
241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

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

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天為君而覆

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

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

之。」〔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十三，頁 73-74。《春秋繁露‧深察

名號》：「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漢〕董仲舒：《春

秋繁露》，卷九，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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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242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意指彼此之間

的互相性，沒有主從之意，是有條件的倫理關係。強調順從與侍奉意涵的其實來自

韓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

之常道也。」243此句明言臣、子、妻是必須順服的被支配者，如此才是常道，天下

才能平治。儒家的道德原是以人的內在自覺作為道德建構的基礎，但董仲舒的儒學

融入了陰陽家與法家的思想，將三綱納入陰陽的統貫中，把儒家的倫理訴求和社會

政治制度做結合，人倫關係納入政治領域，深刻影響了漢代儒生。244漢代儒者拋棄

了孟子的民貴君輕論和荀子從道不從君論，以法家的君尊臣卑取代，連父子、夫妻

也納入範疇中，而後儒學思想的真諦被字面掩蔽，成為維護專制封建的護身符，在

西漢以降深入人心，眾多儒者以三綱為標準品評人物、朝代之興亡，三綱遂成為中

國社會人倫的準則。245閻鴻中在〈唐代以前「三綱」意義的演變──以君臣關係為

主的考察〉提到，三綱是儒者由眾多人倫關係提綱挈領出代表，是在劇烈變革中尋

求恆常之道，等同天經地義，因而可做為理想世界秩序的代名詞。246 

至於首用「三綱五常」一詞的是東漢馬融，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引用了馬融

的詮釋：「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247三綱五常

是三代以來代代相承，萬世不變的法則。儒者將三綱五常結合，賦予關係更多道德

色彩，將自然的人倫關係加以社會化和人性化。後儒也都認為三綱五常是「人道之

紀」，是文明秩序得以穩固常存的保障。248閻鴻中也提到，至唐代三綱已視同人倫

的代稱，在儒釋道相爭之下成為孔子和儒家的象徵。於是隨著時代傳承，一層層賦

予了三綱五常永恆與神聖的性質。三綱淪陷，意味著某些人生價值和意義淪喪。三

綱五常變成絕對的、片面的來自社會的強制要求，使統治階層深信，當道德成為目

                                                      
24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303-304。 
243 〔戰國〕韓非著，張素貞校注：《新編韓非子》（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2001 年），頁 1409。 
244 景海峰：〈「三綱五常」辯義〉，《鵝湖》第 32 卷第 11 期（2007 年 5 月），頁 46-58。 
245 林麗雪：〈白虎通「三綱」說與儒法之辨〉，頁 105-117。 
246 閻鴻中：〈唐代以前「三綱」意義的演變──以君臣關係為主的考察〉，頁 56-75。 
24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69。 
248 景海峰：〈「三綱五常」辯義〉，頁 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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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國才能穩定。249也因此張之洞堅持維護三綱五常之禮。 

但是，張之洞對於西方人權並非全然不懂，他也分析了西方的倫理，並發現東

西方的倫理觀念大同小異。張之洞引述《摩醯十戒》中的「需孝父母」來引證西方

並非沒有孝道的概念，僅是中西習俗不同。他特別引用聖經中的摩醯十戒來說明： 

 

《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為先，西人父母喪亦有服，服以黑色為

緣，雖無祠廟、木主，而室內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

雖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舉，以插花冢上為敬，是西國固有父子之倫也。250 

 

西方也須孝敬父母，喪禮時穿著黑色喪服，沒有神主牌位，但家中擺置相片，雖無

參拜儀式，但會到墳墓獻花致意。張之洞以為這就是西方的父子倫理，同於三綱之

一的父子之綱。此外，他也提出西方並未真正做到男女平等，東西方的夫婦關係差

異在於：西方人民婚戀自由，男性不納小妾，婚姻中西方男性比起中國男性更加敬

愛妻子，但是「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以婦人預之，

是西國固有夫婦之倫也。」251張之洞指出西方女性仍有被限制之處，並沒有實現真

正的平等，因此以西方男女平等來批評中國社會並不合理。 

在《勸學篇．內篇．明綱第三》的結論中，張之洞認為西方也有「禮」，也就

是「倫理」：「西人禮制雖略，而禮意未嘗盡廢，誠以天秩民彞，中外大同。」252

人倫便是中西的共通點，他也藉此抨擊貴洋賤華的人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因為綱常

倫理在世界各地都是應所當然的存在，也因此儒家的五倫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原

則，孟子談論的五倫是社會普遍的人際關係，並非中國獨有，張之洞透過此種匯通

來證明儒學並不比西學差。 

                                                      
249 閻鴻中：〈唐代以前「三綱」意義的演變──以君臣關係為主的考察〉，頁 56-75。 
250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70-71。 
251 同前註，頁 71。 
252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71。 

 



79 
 

為了強調儒學的倫理優於西方，以及儒學作為中國文化的根本不可拔除，他在

《勸學篇．內篇．明綱第三》引用《禮記》：「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

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強調五倫乃是德行的根源，中國數千年來從未曾

更動之原則。此一論點被視為張之洞思想迂腐的證據，但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的下

一句：「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比起維護傳統，張之洞

更在意的應是國家本體的特殊性能不能得到保存，比起其他諸國，中國的異質性何

在？是否有不可取代性？故而張之洞從儒教經典中去追尋中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

特殊性，結論便是三綱五常。若要維護三綱，就不宜全盤西化，所以他認為：  

 

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

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253 

 

張之洞又在書中特別釐清民權本意，認為民權不是由人民包攬政權，「考外洋

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論、達眾情而已，但欲民申

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254西方的民權僅在於表達

輿論，而非人民擁有自主權，因此翻譯為民權二字容易產生誤解，以為是人民也應

當享有直接影響政治的權力。 

張之洞認為西方所謂的民權包含：設立議院、私人企業、私立學校、私人軍隊，

然而這些不需特別強調是人民的權力，尤其在落後於西方的情況下，這四項由政府

來扶植保護更佳。他在《勸學篇．內篇．正權第六》敘述如下： 

 

將立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

經制不曉，外國興學、立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即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

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談囈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

                                                      
253 同前註，頁 70。 
254 同前註，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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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資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巨資，

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 

將以立公司，開工廠歟？有資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機，

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為

之懲罰，則公司資本無一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為之彈壓則一家獲利，

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誰為禁之？此無益者二。 

將以開學堂歟？從來紳富捐資，創書院，立義學，設善堂，例予旌獎，

豈轉有禁開學堂之理？何必有權！若盡廢官權，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又

無餼廩之望，其誰肯來學者？此無益者三。 

將以練兵禦外國歟？既無機廠以製利械，又無船澳以造戰艦，即欲購之

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徒手烏合，豈能一戰？況兵必需餉，無國法豈能

抽釐捐，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255 

 

細看張之洞所談的民權，可發現對於民權的認知多在具體的實業發展上。他針對民

權逐項反駁，直批無益。從張之洞對於議院的描述可知他對議院功能的理解來自於

英國的兩院制度，上議院有立法權、下議院有審核國家財政預算的權力，議員通常

為中產階級的人民。張之洞認為中國百姓的生活水準普遍未達中產階級，智識亦不

足以參與政事。就他觀察，人民短視近利，對世界局勢、國家制度、外國學政皆不

明瞭，若讓這些不明狀況的人組成議會，給予政治權力，最終也只是互相推諉卸責，

無法決議政策，議院功能將同於虛設，於國家有害無益。 

其次，張之洞反對私人軍隊的理由不是防止地方勢力擁兵自重，而是認為訓練

軍隊需要武器，這些兵器的製造與維護必須耗費巨資自製或進口，士兵們需要糧食

與薪資，若不仰賴政府稅收或擔保借債則無法給付如此巨資。張之洞強調要富國強

兵以抵禦外侮，只有倚賴政府與人民團結一心。他舉例古代諸多將才，僅靠自身能

                                                      
255 同前註，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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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皆無法抵禦外來勢力，都必須倚賴政權，「蓋惟國權能禦敵國，民權斷不能禦敵

國」，即使是曾國藩的湘軍，也是以保衛國家的名義來團練，比起民權，保住國權

更為重要。 

第三，政府更是從未禁止私人辦學。有人提議廢除官學，但是在中國傳統思維

裡，寒窗苦讀的士人唯一的康莊大道便是通過科舉考試，成為政府官員。尤其學問

的目的在於經世濟民，因此學堂培養的學子都是日後的政治人才。若廢官學，他擔

憂讀書人缺乏良好管道進入官場，願意向學的人將大大減少，人才將出現斷層。  

最後，政府原本就沒有禁止民營企業，有資金、有技術的人民都可以合夥開辦

公司、設立工廠，只是要受到政府的監管。張之洞指出商人間常有詐欺事件、甚至

仿冒品層出不窮，故必須由政府管控監督，方能使民營企業得以妥善營運，以避免

商家遭遇困境，血本無歸。 

此番對於民權的批駁論述意在批評國內維新派所提倡的民權不是西方真正的

民權。當時民權的號召者正是康有為、梁啟超二人，他們所謂的民權也就是人民擁

有「自主」之權，這種「民權」具有政治效力，在張之洞看來維新派這些民權主義

者以及其他乘機作亂之人利用「自主」來造成內亂，忽略貿然推動劇烈改革極可能

導致危險局勢，引來列強干涉，造成國家崩解。256因此張之洞在《勸學篇‧內篇‧正

權第六》裡砲火猛烈攻擊民權論，他認為人民若有自主權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

甚至人類滅亡。因此應以忠義為號召，人民團結一心為國效力，方可抵禦敵國。257

他以政府官員的姿態表達「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258，中國人民固陋者尚多，

不懂世界局勢與政經體制，國家大事至縣府政務都有專門機構處理，工商業必須在

國家保護下才能發展，「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

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259由於維新派民權的涵義觸及政治權力，與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思想不能相容。張之洞力主三綱五常為儒學倫理的思想核

                                                      
256 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做為「方法」的中國》（臺北：編譯館，1999 年），頁 178-184。 
257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91-94。 
258 同前註，頁 91。 
259 同前註，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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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全力維護綱常名教，他認為綱常是維繫中國倫理的重要思想，深信這是中國社

會倫理的根本所在，「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260故綱常

名教是絕對必須遵奉的傳統，也間接維護了專制王權賴以維繫的倫理基礎。261 

 

二、國家──「平等」與「知類」 

「國家」的概念是近代才形成的，平等的概念也是近代才形成，在談論國家平

等之前，首先國家的主體性要確立。為了使本國與他國平等，福澤諭吉在《勸學．

第三編》中提到：「世界上國與國是平等的，但是，若國民沒有堅定的獨立精神，

便無法確保該國家的獨立權利。」262亦即將國家獨立的責任放到所有國民身上，他

認為：「沒有獨立精神的國民，愛國心不深切。」263福澤諭吉強調，人民若不獨立

自主，則國家也無法獨立，愛護國家其實就是愛護自身。他強調獨立心，要求人民

在精神上與經濟上不依賴他人。甚至提出：「萬一國家蒙受恥辱的非常時期，全日

本的人民即使犧牲生命也必須維護本國的尊嚴。這樣，才可說一國的自由與獨立。」

264他認為人民共同組成國家，身為國家的一份子，自然也有保國的義務，保國即是

保己，為國犧牲就是為己犧牲。 

福澤諭吉期盼透過人民獨立、國家獨立，進而達到與他國地位平等，此平等是

來自於人權平等的延伸。既然人人平等，那麼富強的歐美諸國，就不應欺壓貧弱的

亞洲與非洲各國。265《勸學．初編》中他以國家獨立的權利為主題，說明各國不分

文明高低，應當平等相待： 

 

                                                      
260 同前註，頁 70。 
261 楊肅獻：〈從張之洞的「勸學篇」看晚清的保守主義〉，頁 399-412。 
262 原文：「国と国とは同等なれども、国中の人民に独立の気力なきときは一国独立の権義を伸

ぶること能わず」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33。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

學》，頁 55 
263 原文：「独立の気力なき者は、国を思うこと深切ならず」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33。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55 
264 原文：「国の恥辱とありては日本国中の人民一人も残らず命を棄てて国の威光を落とさざる

こそ、一国の自由独立と申すべき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5。譯文來自福澤諭吉

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331 
265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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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西洋各國，都存在於地球上，……。將己方多餘之物給予對方，接受

對方所剩之物，彼此教學相長，不卑不亢，彼此方便對方，彼此祝福對方。

國與國之間基於平等的天理，相愛的人道原則，結成相互親善的關係，豈不

是理所當然的事嗎？如果對方有道理，即使是文明未開的非洲土人也應該

尊重；為了保衛自國的正義，即使是強大的英美軍艦也無所畏懼。266 

 

但是在他心中中國卻是例外，他批評中國排外的作為是：「不知國家的本分，沒見

識。這種情形如果用個人來做比喻，便是不通達世界情勢，自己放棄天賦的自由與

人交際，旁若無人的任性作法。」267就他觀察，仍舊處於封建制度的中國等同放棄

西方所倡導的人權自由與平等，人民既不自由也無法獨立自主，中國百姓並非國家

的政治主體，不符合近代「國家」概念的標準，滿清政府自然也不能要求國際平等。 

張之洞在《勸學篇．內篇．知類第四》開篇連續引用《易經》、《左傳》、《禮

記》三種儒學重要經典： 

 

《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左氏傳》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

莫不知愛其類。』268 

 

此一說法頗為後人詬病，以此作為儒家排外、蔑視異族的證明。但必須留意的是，

張之洞在後文以當時西方對於五大洲人民的分類來做例證：「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

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棕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

                                                      
266 原文：「日本とても西洋諸国とても同じ天地の間にありて、……、ここに余るものは彼に渡

し、彼に余るものは我に取り、互いに相教え互いに相学び、恥ずることもなく誇ることもな

く、互いに便利を達し互いにその幸いを祈り、天理人道に従いて互いの交わりを結び、理のた

めにはアフリカの黒奴にも恐れ入り、道のためにはイギリス、アメリカの軍艦をも恐れず。」福

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5。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30-31 
267 原文：「実に国の分限を知らず、一人の身の上にて言えば天然の自由を達せずして我儘放蕩

に陥る者と言うべし。」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5。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

《勸學》，頁 31 
268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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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269西方對於人種的分類，與《易經》中以類族辨物的概念相同，以種族或族

群的角度來看，《易經》、《左傳》所言並非毫無道理。 

張之洞在《勸學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中侃侃而談列國的不平等，先批評

奧地利，再反駁國內篤信國際公法的知識份子： 

 

夫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強弱不侔，法於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說曰力

鈞角勇，勇鈞角智，未聞有法以束之也。270 

 

張之洞認為各國之間是否平等端看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弱，不相信法令能夠約束或

使之平等。接著他又連舉三例痛批國與國之間從未有平等之實，尤其中國勢弱，更

易被欺壓： 

 

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即如進口

稅主人為政，中國不然也；寓商受本國約束，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

口，不入內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

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於萬國公會，奚暇與我講公法哉？271 

 

張之洞引用當世印度、越南、古巴等殖民地為例，即使印度為英屬殖民地，但印度

人不能入學堂讀書，頂多擔任護衛，也不能升職武官。在越南居住的華人繳稅比西

方人多，卻沒有身分證明；美國為了開闢土地引進華工，富強之後只接受西方移民，

禁止華工入境。以上種種，足可顯見在西方國家，國與國之間並非平等，西方對待

不同國家的人民確實有不平等待遇。中國自詡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與深厚底蘊的

文明，「文明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敝，孔子憂之，歷朝一統，外無強鄰，積文

                                                      
269 同前註。 
270 同前註，頁 212。 
271 同前註，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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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虛，積虛成弱。」272中國作為東亞文明的中心，人民的危機感不足，也感受不到

憂患。歐洲各國歷史較短，彼此激烈競爭，競相進步，進而導致了中西巨大的差距。

張之洞認為，要得到國家之間的平等，國家就必須強大起來。 

福澤諭吉從西方的人人平等延伸到國際平等，從理論上來說國與國之間也應

當互相尊重，但放棄西方人人平等觀念的中國則視同放棄國家平等，中國國內未實

行人人平等，自然也無法要求西方諸國平等對待。張之洞則從自己的實際觀察得到

結論，發現國際間並未做到真正平等，實際上還是以國力強弱來考量。因此中國還

是必須強大起來，才能與他國並肩，不受欺凌。 

 

三、政權──「職分」與「正權」 

福澤諭吉提倡國家平等。為求國家平等，則人民須有獨立的覺悟，人人有獨立

心，即國家獨立，才能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國家之間雖因境遇不同而有貧富差距，

但權力不分大小，為使國家不受侵犯，則所有人民都應自發獨立，實現國家富強，

若日本遭到侵犯，所有國民都應揭竿而起。 

福澤諭吉在《勸學‧第三編》中〈一身獨立一國獨立〉一段引用《論語》，意在

批判專制制度，內容如下： 

 

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是說若世上懂道理者與不懂道理

者各居其半，則人民只要服從政府就行了，不必讓他們知道政治的內幕，反

正世上無知的民眾多，卓越的政治家在上面支配人民，讓人民服從政府的命

令就行了。這是昔日孔子的說法，但其實大錯特錯。273 

 

                                                      
272 同前註，頁 76。 
273 原文：「或人云く、民はこれに由らしむべしこれを知らしむべからず、世の中は目くら千人

目あき千人なれば、智者上に在って諸民を支配し上の意に従わしめて可かなりと。この議論は

孔子様の流儀なれども、その実は大いに非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34。譯文來

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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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來自《論語．泰伯》，字面上看來確有歧視

人民的嫌疑，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如此說明：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

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知之，但能使之由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

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274 

 

中國歷代儒者皆極力避免讓孔子落入愚民的汙名，結論往往走向「不可使知之」是

「無法使民知」而非「不應使民知」做解釋。對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

句的解讀福澤諭吉近於漢代學者，東漢鄭玄以為「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

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275人民若知道「教」的本末，則愚昧

者將輕視而不遵行。三國魏何晏《論語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

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276進一步認為人民愚蠢，無法使知之。漢學者以為聖賢之

道深奧，不是所有人民都能理解，277福澤諭吉認為此種說法是主張人民只要服從政

府的命令，人民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只能聽從政府指令，使得政府與人民關係疏

離，導致人民沒有國家觀念。福澤諭吉藉此批判在封建制度的統治下人民缺乏獨立

心，也缺乏愛國心，故引《論語》此句來作批評以延伸論述： 

 

因為在一國中，具有統治人民能力之才德兼備者，一千人之中不過只有一人

而已，其餘九十九萬九千人皆為無之小民。這少數智者，以其知識與德望統

治多數的無知小民。對小民或愛如其子，或牧養如羊，或威或撫，恩威並施，

指導人民應走之路。人民處於這樣的環境，自然而然服從政府的命令，竊盜、

                                                      
27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122。 
275 此句為范曄在《後漢書》卷八十二〈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所引鄭玄之註解。〔南北朝〕范

曄：《後漢書》卷八十二（中華書局，1965 年），頁 2703、2705。 
276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07。 
277 漢代學者此種詮釋是將「民」指向不能受教的少數愚者，但孔子的「民」應是指天下人民而

非特定對象，故略有不通之處。宋代以後學者以朱子為宗。彭忠德：〈完整理解郭店楚簡「尊德

義」後，再說「民可使由之」章〉《孔孟月刊》第 39 卷第 9 期，（2001 年 05 月），頁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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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殺不生，國內太平治世。但是這國家的國民就分成主客兩種人。主人是那

一千個智者，站在統治者的立場施政，其餘是對政治一無所悉的客人。既然

身為客人，所要憂心的事本來就少，只照主人之意過活，自己既無責任，憂

國之心必然不如主人，抱著不干己事的態度。278 

 

封建制度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劃分開來，統治者擁有絕對權力，使得人民缺乏獨立

進取的精神，長遠觀之對國家發展不利。279 

福澤諭吉認為只有當愚民難以被教化時，政府方可實施嚴格的法令，《勸學》

中提到：「一國專制政治，未必都為暴君、暴吏之罪，其實是因為國民無知無學，

自己招來的暴政。」280因此人民也須有自覺心，致力於獨立自主。但久處於封建專

制時代的平民會變得習慣於卑躬屈膝，服從權威，面對外國人也是毫無志氣，只想

依賴他人，更甚者會為虎作倀。福澤諭吉認為人民要避開專制，只有充實學問、提

高學識，一身獨立，281使民間的實力處於與政府同樣的程度。282他主張：「保持一

國的獨立，在內要有政府之力，在外要有人民之力，政府之力與人民之力互相呼應，

取得兩者平衡。」283封建制度拘束了每一個人的創造力，縱使擁有才華也無用武之

地，這對出身下級武士的福澤諭吉而言更有切身之痛。 

                                                      
278 原文：「仮にここに人口百万人の国あらん、この内千人は智者にして九十九万余の者は無智

の小民ならん。智者の才徳をもってこの小民を支配し、或るいは子の如くして愛し、或いは羊

の如くして養い、或るは威し或るいは撫し、恩威共に行われてその向かうところを示すことあ

らば、小民も識らず知らずして上の命に従い、盗賊、人ごろしの沙汰もなく、国内安穏に治ま

ることあるべけれども、もとこの国の人民、主客の二様に分かれ、主人たる者は千人の智者に

て、よきように国を支配し、その余の者は悉皆何も知らざる客分なり。既に客分とあれば固よ

り心配も少なく、ただ主人にのみ依りすがりて身に引き受くることなきゆえ、国を患うること

も主人の如くならざるは必然、実に水くさき有様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34。

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56 
279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頁 98。 
280 原文：「されば一国の暴政は、必ずしも暴君暴吏の所為のみに非ず、その実は人民の無智を

もって自ら招く禍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29。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

《勸學》，頁 49。 
281 鹿野政直：《福沢諭吉》，頁 36。 
282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29。 
283 原文：「……国の独立を保たんとするには、内に政府の力あり、外に人民の力あり、内外相

応じてその力を平均せざるべからず」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42。譯文來自福澤諭吉

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66 

 



88 
 

為調整官與民的關係，福澤諭吉主張人人平等、不分貴賤，政府官員與人民的

差別只在職業不同，國民應在精神上、經濟上都不依賴他人，所有人各司其職，國

家才能富強。若由政府全權主導軍備、學問、經濟等產業，國家就像是統治者的私

有物，人民就像寄宿旅客，自然不會將國之興亡放在心上。284這種上下尊卑的名份

使得上位者專制獨裁，人民表面配合，實際上敷衍塞責，偽君子越來越多，真正的

有義之士寥寥無幾。 

福澤諭吉《勸學．第十一編》全篇即在闡述此種名分之惡。依儒學理論，名分

最初由親子關係產生，父母疼愛子女，子女孝順父母，故而上下齊心，接著再將此

關係進一步推廣到人際關係乃至於君臣關係，期待上位者如父母般愛護人民、無私

奉獻。福澤諭吉則提出反論，他認為親子間具有年齡差距與血緣關係的特殊性，想

將此種模式套用到其他人際關係上是行不通的。儒家將君臣比喻為父子關係，期待

君主聖明賢能，任用賢才，君王愛民如子，實現理想的道德社會。他就此提出質疑，

中國自古以來致力培養完美的君王與賢人，期盼實現理想社會，但歷史發展至清代

仍未獲得實現，甚至還被視為夷狄的西方所壓迫。285因此，若要使人與人合作，不

宜使用人情來考量。福澤諭吉認為「必須訂立嚴格的規則，互相約束遵守，即使是

一點點權利也必須爭取。」286這樣關係才能圓滿和平，不起爭議。為了使日本文明

追趕上西方國家，福澤諭吉以西方標準來看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因此透過反駁儒學

的名分觀來塑造西方概念的正確性。 

但福澤諭吉沒有注意到的是儒學的名分觀與西方的政府與人民之關係並不相

同。林遠澤〈禮治與正名－論儒家對於政治正當性之倫常奠基的道德文法學構想〉

提到，儒學與西方民主法治的不同點在於： 

 

一，禮制不是以個人的獨立自主性為出發點，而是以人之實存的人際關係為

                                                      
284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23-29、56。 
285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13-117。 
286 原文：「必ず規則約束なる者を作り、互いにこれを守りて厘毛の差を争い」福沢諭吉：《学問

のすゝめ》，頁 116。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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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點；二，在肯定人之「此在」的「共在性」具有存有論優先性的前提下，

禮制不是從事於在具有開明自立或理性存有者身分的個人之間，抽象而形

式的建立彼此對等的規範關係，而是試圖在具有行動動機觸發性的他人感

通過程中，體現出人倫常道的真實存在。287 

 

儒學透過倫常來穩定社會，當人倫能夠依循禮制，那麼使用法律、訴訟的必要性將

會降低，故能更進一步鞏固政權，意即儒學更重視事前的預防。儒學不僅僅是理論，

更是待人處世的實踐原則。西方將道德與法律區分開來，但在《論語》中，288孔子

將道德與禮法結合，以道德來指引意志，以禮來約束行為。林遠澤認為「中國古代

儒家沒有宗教戰爭的歷史經驗，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構成的市

民社會，致使儒家並不將人際關係的規範，限制在抽象法人之間的消極防禦性權

利。」289因此儒家更重視禮制，儒學的最終目標不僅僅是齊家、治國，而是平天下，

是超越國家界線的思維，也因此與西方的國家概念、民主法治觀念有所不同。福澤

諭吉以西方的思維來看待政治，排除了禮制的可能，也排除了人之性善的可能。 

福澤諭吉意欲廢除名分，改為「職分」，職分即職責。名分是徒有其名的束縛，

但職分能換取相對的報酬，故而「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只是權力外表的強弱

不同而已，在權利上沒有什麼不同。」290他提出政府與人民的理想關係是契約關係： 

 

人民納稅、遵守政府的法律，便是盡了人民的職責，而政府若將稅收妥善使

用，保護人民，便是盡了政府的職責。雙方各盡其職責，不背其契約，便沒

有問題。雙方都充分發揮自己的權利，這是最理想的。291 

                                                      
287 林遠澤：〈禮治與正名－論儒家對於政治正當性之倫常奠基的道德文法學構想〉，頁 256-257。 
288 例如：「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

是將政令刑罰與道德禮儀區分開來。〔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63。 
289 林遠澤：〈禮治與正名－論儒家對於政治正當性之倫常奠基的道德文法學構想〉，頁 261。 
290 原文：「そもそも政府と人民との間柄は、……、ただ強弱の有様を異にするのみにて権理の

異同あるの理なし。」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26。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

學》，頁 46。 
291 原文：「これ即ち政府と人民との約束なり。故に百姓町人は年貢運上を出して固く国法を守

れば、その職分を尽したりと言うべし。政府は年貢運上を取りて正しくその使い払いを立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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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政府視作公司，有統治國民的職務，政府是國民的代理人，或稱經理人，在施

政上應符合國民的期待，人民既是股東也是員工，有分擔支付國家經費的職責。國

民是國家的主人公，國民將施政權力給予政府，政府代表人民處理政務，此時人民

便是老闆，政府則像是經理。由於事業的發展關係到全體，政府有義務讓全體人民，

不分上下貴賤都能得到平等的權利。292 

然而福澤諭吉雖以職分來打擊名分，但深究《勸學》書中他所指稱的職分其實

未脫離「正名」的意涵。《論語．顏淵》中孔子曾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93亦即各人有各人應盡的本分與責任，以及《論語．子路》：「必也正名乎！……君

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294都表達了人應

盡職責，不可苟且隨便，此種循名責實的觀點與福澤諭吉強調的人人各盡其職並無

不同。 

福澤諭吉為了批評封建制度，故以西方為標準，忽視與儒學共通之處。他認為

政府盡自己的職分，人民也盡自己的職分，獨立自主不僅只個人，更是國家存在的

原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只存在契約關係，政府保障人民利益，人民也有支付政

府費用的義務，彼此互相合作以達到官民之協調。295人民善盡職責，就是符合民權

的真意。《勸學》中有言： 

 

凡國民者，一身應兼有兩種角色。一種是從一個受政府統治的人民的角度來

看。……。另一種角色，乃是全國一起討論，組織成一個名之為國家的團體，

自己訂定該團體規則，並加以實行。296 

                                                      
民を保護すれば、その職分を尽くしたりと言うべし。双方既にその職分を尽して約束を違うる

ことなき上は、更に何らの申分もあるべからず、各ゝその権理通義を逞しうして少しも妨げを

なすの理なし。」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26-27。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

學》，頁 46。 
292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63、74-78、120。 
29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160。 
294 同前註，頁 167。 
295 李永熾：《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頁 206-208。 
296 原文：「凡そ国民たる者は一人の身にして二箇条の勤めあり。その一の勤めは政府の下に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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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國民必須遵守規則，規則即是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國法若不合理，也

不可犯上作亂，「應勸說施政的政府，以圓滿的手段，修改法律。若政府不聽勸說，

則應不段努力，隱忍自重，以待時機到來。」297又說：「身為國民者，平時即應用

心觀察政府的施政，監視政府，若覺得不安，就應懇切的給予忠告，用溫和的態度

提出建言。」298人人皆有言論自由，若對政府不滿，可由正當管道提出建言，甚至

可向政府抗爭。倘若政府蠻橫暴虐，不應委屈順服也不可暴力反抗，最上策就是主

張正義，犧牲自己，向政府陳情。他認為一己之犧牲比起暴力反抗引起內亂的功德

大得多。299李永熾《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一書中認為福澤諭吉在〈通俗民權

論〉（1878）一文中具體指出民權是人民選擇職業的權利，而非與政府對抗的權力。

所以福澤諭吉的「權」應當解釋為「本分」，人必須與社會聯繫才能發揮作用，民

權是人所擔當的責任與職分。民權也是國權的基礎，民權並非人民向國家要權力，

而是人民對國家應負責任，所以民權才能促使國家進步並向外爭取平等。《勸學．

初編》中說道：「萬一國家蒙受恥辱的非常時期，全日本的人民即使犧牲生命也必

須維護本國的尊嚴。這樣，才可說一國的自由與獨立。」300因此國權與民權在理論

上是一致的，國家是全體人民的私有物，所以人民有保護它的義務和責任。301又說：

「若要保衛國家，就必須使全國上下盛行自由獨立的風氣，人人不分貴賤上下，把

                                                      
つ一人の民たるところにてこれを論ず、……。その二の勤めは国中の人民申し合わせて一国と

名づくる会社を結び社の法を立ててこれを施し行うこと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73-74。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03。 
297 原文：「その不正不便を口実に設けてこれを破るの理なし。もし事実において不正不便の箇

条あらば、一国の支配人たる政府に説き勧めて静かにその法を改めしむべし。政府もし我説に

従わずんば、且つ力を尽し且つ堪忍して時節を待つべき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75。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04-105。 
298 原文：「故に人民たる者は平生よりよく心を用い、政府の処置を見て不安心と思うことあら

ば、深切にこれを告げ遠慮なく穏やかに論ずべき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77。

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06-107。 
299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6-17、79-81。 
300 原文：「国の恥辱とありては日本国中の人民一人も残らず命を棄てて国の威光を落とさざる

こそ、一国の自由独立と申すべき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5。譯文來自福澤諭

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31 
301 李永熾：《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頁 30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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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當作自己的事，智或愚，盲或明，都必須盡國民應盡的責任。」302以及「為了

國家，不僅可拋下財產，不惜捨棄生命，這才是報國的至高之道。」303由此可知福

澤諭吉認為保國是人民應盡的責任，人民有在國家生活的權利，也有保衛國家的義

務。 

福澤諭吉認為人民擁有自主獨立的精神，國家才有國權，才能抵禦敵國。張之

洞的看法正好與福澤諭吉相反，直言：「蓋惟國權能禦敵國，民權斷不能禦敵國，

勢固然也。」304張之洞在《勸學篇．內篇．正權第六》直批民權百害而無一利。他

寫道： 

 

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

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為名，

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

或謂：朝廷於非理要求，可諉之民權不願，此大誤也！若我自云國家法令不

能制服，彼將自以兵力脅之。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相攻，

始改為民主之國。我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並

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305 

 

張之洞認為清國政治體制穩固，百姓安居樂業，實在不須改革體制。若提倡民權，

貿然改制，會破壞現有制度，別有用心的人會爭相作亂，那麼社會將不得安寧，他

更深恐內亂時，外國藉由保護之名，行入侵之實，趁機奪佔國土，他心知肚明人民

一旦有權，就會威脅到皇權，故而沉痛指出若地方人民擁有民權，滿清也形同被瓜

                                                      
302 原文：「外国に対して我国を守らんには、自由独立の気風を全国に充満せしめ、国中の人々

貴賤上下の別なく、その国を自分の身の上に引き受け、智者も愚者も目くらも目あきも、各ゝ

その国人たるの分を尽さざるべからず。」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35。譯文來自福澤諭

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57 
303 原文：「国のためには財を失うのみならず、一命をも抛て惜しむに足らず。これ即ち報国の

大義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35。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57 
304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93-94。 
305 同前註，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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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並舉法國為例，法國雖然改變政治制度，但原因是暴君被推翻，政體才改制民

主。但是張之洞所言「提倡民權，則暴民將四處橫行」的說法招致維新派大加責難，

後人研究也多數據此認為張之洞推崇專制，壓抑民權。 

但張之洞並非對西方的制度一無所知，他在《勸學篇》有提出他對西方議會、

人權、自由的見解。首先他認為西方的兩院制議會使國君與臣民較為貼近，此為西

方固有的君臣倫理，但並非完美無缺，兩院制也有其弊端，例如挾私偏徇等以個人

利益為重，這是支持民權者未能考慮到的。接著他提到西方所言「人人有自主之權」

306實來自於西方教會，意指上帝給予眾生性靈智慧：「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意言

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有為耳，譯者竟釋為人人有自主之權，

尤大誤矣。」307他指出由於名詞翻譯的謬誤，使人誤以為自主權是人人皆可為所欲

為。他擔憂一旦讓人民以為可以有自主之權，那麼人民將肆無忌憚，只關心自身利

益，而不知禮數。他提出西方國家有制度、有紀律，百工各司其職，君民皆不能行

違法之事，並非如同華人所想的可「人人自主」。後又提出西方所謂的「自由

（Liberty）」一詞不應譯為自由，西方「自由」的涵義是「事事公道，於眾有益」

308，翻譯為「公論」才更為適切。 

張之洞對國內的政治體制深具信心，他認為滿清政府已有一套完善的政治體

制。各種政事分門別類交辦給各主管機關，各地若有民情輿論亦可上報於各地官府： 

 

凡遇有大政事，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即或

咨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以公呈達於院、司、道、府，甚至聯名公

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 

 

張之洞對清廷有高度的信心，此段文字也是在對當時提倡議院的「忠民」喊話，若

                                                      
306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92。 
307 同前註。 
308 同前註，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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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議院的維新派人士真有忠君愛國之心，每當發現政府的施政缺失時，都應該要

向朝廷提出改建建議，而非別有用心的鼓吹民權，鼓動人民來爭奪政治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張之洞沒有否決兩院制在未來的可能性，他在《勸學篇．內篇．

正權第六》最末寫道：「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

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309可知他認為議員必須是在學堂學習過的正統人

才，才堪當重任，所以當時並非是設立議院的良機。從他書中的敘述可知學校的目

的是培養政治人才，為國效力，政治權力要能與知識搭配平衡，有足夠的知識才能

穩妥的行使權力，張之洞此種觀點更近於菁英政治。 

張之洞此說難免遭愚民之譏，《勸學篇》亦有對愚民說做出論辯，在《勸學篇．

外篇．益智第一》裡提到漢代以降歷代政府皆任能舉賢、廣立學校、開科取士，接

著為科舉制度辯駁，以為科舉立意在公平有據，他直言「謂立法未善則可，謂之愚

民則誣。」指責當時士人只稍稍與西方接觸，便認為中國歷代帝王愚民，太過荒謬。

清廷編印七十餘種西洋書籍、設製造局、同文館等，種種施政在在顯示要啟迪民智，

然而士人卻不領情，「陋儒俗吏動以新學為詬病，相戒不學」，他以父母與子女為喻，

為朝廷辯護：「譬如子弟不肖，楹有書而不讀，家有師而不親，過庭、入塾惟務欺

飾，及至頹廢貧困，乃怨懟其父母，豈不悖哉？」310他在《勸學篇‧內篇‧教忠第二》

也以清朝對人民的德澤深厚來為專制王權作辯護，開篇便是「自漢、唐以來，國家

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聖清者也。」311從薄賦救災到恤商減貢，再從恤軍慎刑到修

法勸忠，共計羅列了十五項仁政，從現實層面來肯定王權。這種認為清代是最好的

時代的歷史觀，使他衍生出對政府的深厚信心。人民屬於政府，享受政府的保護同

時必須服從政府的政策。312 

張之洞此番見解在當時即引起批判。《勸學篇》護衛王權的論點遭到嚴復、何

啟和胡禮垣等維新派的譴責。何啟、胡禮垣甚至合著《〈勸學篇〉書後》針對《勸

                                                      
309 同前註，頁 94。 
310 同前註，頁 130-132。 
311 同前註，頁 47。 
312 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做為「方法」的中國》，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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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篇》逐一辯駁。何啟和胡禮垣長期居住香港，接受西式教育，認為西方富強正是

人民擁有民權的結果，因此《〈勸學篇〉書後．〈正權〉篇辯》寫道：「民權愈盛，

則其國愈強。」、「合人人之私以為私，於是各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此種說法

無疑是受到近代西方人文主義的影響。313也與福澤諭吉的觀點較為接近。 

福澤諭吉《勸學》一書處處可見對於封建制度的深惡痛絕。他有意抨擊中國的

封建專制，其論述也在無形中反駁了後來張之洞《勸學篇》中的觀點： 

 

並非神明卻自稱聖主、賢相的人，自誇施行『仁政』，把『仁政』的良藥混

和『專制』的毒素，當作皇恩硬塞給人民。但對人民來說，皇恩卻變成麻煩，

仁政反而成了苛法。314 

 

福澤諭吉直批中國的封建專制已落後於時代趨勢，滿清政府卻還自認為施行仁政，

實在可笑。《勸學．第二編》的論述也否定了張之洞的觀點： 

 

究竟國恩是什麼呢？大概是指人民能夠安居樂業，不必擔心社會上有盜賊、

歹徒等治安問題，這都是政府的恩德的意思。……。但是，訂法律保護人民，

本來就是政府的工作，當然的職責，怎能說是『國恩』呢？若說政府保護人

民是『國恩』，那麼人民納稅給政府，也可以稱為『民恩』吧？……總之，

雙方互惠是事實，豈有只要人民感謝政府呢？……。思考其原因，其根本，

還是在於政府未正確理解人權平等的精神，……，以政府富強權勢，壓迫人

民貧弱之力，以至於侵害了人民的權利。315 

                                                      
313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1-18、337、344。 
314 原文：「小刀細工の仁政を用い、神ならぬ身の聖賢が、その仁政に無理を調合して強いて御

恩を蒙しめんとし、御恩は変じて迷惑となり、仁政は化して苛法と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

すゝめ》，頁 116-117。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156 
315 原文：「そもそも御国恩とは何事を指すや。百姓町人らが安穏に家業を営み盗賊ひとごろし

の心配もなくして渡世するを、政府の御恩と言うことなるべし。……、法を設けて人民を保護

するは、もと政府の商売柄にて当然の職分なり。これを御恩と言うべからず。政府もし人民に

対しその保護をもって御恩とせば、百姓町人は政府に対しその年貢運上をもって御恩と言わ

ん。……。兎に角に等しく恩のあるものならば、一方より礼を言いて一方より礼を言わざる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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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國家依靠人民納稅維持財政，就必須給予人民發表意見的場所──議會，否

則只有人民單方面的維護政府卻沒有任何權力制衡政府，將使人民精神感到苦悶。

316在《勸學．第十三編》福澤諭吉談到當時有學者提議開設議會，此一提議的動機

便是希望日本人脫離「宮女心態」，宮女心態意指長時間處在窘迫不合理的封建環

境中，人心將滿是怨恨嫉妒。他認為政府不可束縛人民的自由，包括言論與活動自

由。政府應讓人民能完全因自身的行事責任而得到果報，不論獲得讚譽或批評都在

於個人能力因素，無關政府與他人，藉此鼓吹自由競爭的精神。317福澤諭吉特別強

調，只有在本國內有獨立精神的人與外國人接觸時才能無所謂懼，展現獨立的精神。 

從福澤諭吉與張之洞二人的行文中時時可見憂國憂民之心，但在張之洞的論

述中更是處處可見他身為官員卻對一般百姓頗為憂慮不信，對西方勢力的憂懼不

安，因此屢屢強調清朝如何撫卹人民，施恩百姓，希望人民應當順服朝廷，相信朝

廷。福澤諭吉卻是對國民具有信心，希望人民獨立自主，不倚賴政府。二人對人民

的要求與期待不同，但最終的目的是相同的，張之洞希望人民忠心，福澤期盼人民

獨立，最終目的都在保住國權，維持國家獨立，能與歐美諸國抗衡。 

 

第三節 近代中日學問觀典型 

 

一、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之異同 

福澤諭吉與張之洞著書的動機相似，他們著急於本國國力落後於他國，致力於

使國家獨立自主，趕上歐美國家。二人的身分與立場決定了他們的主要意識形態，

張之洞身為官員難免要維護政府，維護傳統的綱常名教以穩定政權。福澤諭吉自詡

                                                      
理はなかるべし。……、その本は人間同等の大趣意を誤りて、……、政府富強の勢いをもって

貧弱なる人民の権理通義を妨ぐるの場合に至りたる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27。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47 
316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51-152。 
317 同前註，頁 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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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能從民間角度批判政府體制。張之洞《勸學》核心不離三者：保國、保教、

保種。福澤諭吉《勸學》嚴厲批判封建制度，主張文明開化，希望培養人民獨立自

主的精神。二書主旨看似天差地遠，其實著作目的都在確立國家獨立，期待國家走

向近代文明開化，故而以著述來指導人民對東西方學問應當如何取捨。 

二人對於國家的概念不同導致提出的解決路徑不同，張之洞在中國傳統的脈

絡下，未脫離儒家士人經世濟民的傳統，儒學既是士人的精神信仰，也是士人倚賴

的施政原則，他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學問要先有用於世才能使國家穩固，

並以儒學為做為中國的特殊性，不可拋棄；福澤諭吉已順著西方概念談國家的建立，

提倡學問要先能有用於身，人民富強國家才穩固。張之洞希望人民忠心，福澤期盼

人民獨立。路徑雖大不同，但最終目的都在保住國權。 

制度方面，張之洞把向西方學習的範圍從洋務派原本主張的物質文明擴展到

部分制度文明，但不包括根本性的政治制度。福澤諭吉不僅要求物質層面向西方看

齊，更擴及到根本性的政治制度與精神文明。張之洞分別給中國與西方劃出定位，

福澤諭吉則是直接取用西方文化，要以西方文明為標準塑造日本國民。 

從二人的行文中時時可見憂國憂民之心，但在張之洞的論述中更是處處可見

他對百姓較無信心以及擔憂西方勢力侵擾。在中國封建制度的價值觀下，只有臣民

而無公民，只有朝廷而無個人，因此張之洞不斷強調滿清政府如何施恩百姓，人民

應當全心信賴政府。與張之洞比起來，福澤諭吉則是對日本國民深具信心，致力於

從西方脈絡中推廣人權、平等等概念，期待人民以一身之獨立達到一國之獨立，其

觀念裡既有國家也有個人，他以破除封建制度來樹立公民意識，透過人人獨立來建

設國家，使國家達到文明開化的境界。 

 

二、中日時代背景導致的差異性 

中國在長期的歷史脈絡裡，比其周邊地區一直是處於優越的核心地位，是儒家

文化圈的中心。此一優勢代代相承，即使異族滿清入主中原，也努力漢化來合理化

自己的統治，加以康雍乾三朝盛世，使得中國人的優越心理濃厚。而日本一直有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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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外來文明的特質，日本文化有一部分來自於學習中國，如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來

吸收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儒學、建築等等。近代明治政府領導百姓轉而向西方學

習，也是順其自然，較無強大阻力。318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一文中針對明

治政府與儒學的關係時如此說明：當封建的日本幕府被推翻後，明治維新強調文明

開化與富國強兵，強兵必須培養國民忠誠心，為了推行忠君愛國的皇民教育，就必

須建構以天皇為頂點的階級秩序，不再強調自由與民權，被視為封建保守的儒學核

心仁義孝悌又重獲青睞。明治十二年，元田永孚草擬教學聖旨，借封建傳統的儒學

統合歐美的立憲制，建立軍國主義式的國家型態。明治政府顯然想透過被歪曲的傳

統儒教式威權思想及道德觀念來教化日本國民忠君愛國的精神。儒學的倫理觀由

於當時統治者的政治需要被作為日本國民道德準則之一。明治維新前後正是對儒

學的反動與批判期，但日本的儒學思想也是安定政權的基本理念之一。就如福澤諭

吉雖然認為儒學會阻礙文明發展，卻不全盤否認儒家的道德觀，特別是以忠孝為主

道德觀念具有安定社會的價值。他指責儒學主要是認為儒學缺乏實學思想，阻礙了

富國強兵的進展，若要效法發展歐美文明，就必須先排除儒學。319林正珍在《近代

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也提到，福澤諭吉吸收歐美思想，將之與日

本現實緊密結合，推動的不是自由主義，而是國民精神，而正恰好是這種國民精神

才能快速地集結全日本國民的動能以抵抗外來壓力。320李永熾在《日本近代史研究》

中針對福澤諭吉的思想態度如此談到： 

 

在基本上同意絕對主義天皇制的開化政策，而將重點放在日本的獨立（資本

主義式獨立）。因為承認日本政府式推展日本獨立的機構，所以站在輔佐政

府的立場，以「喚起愚蒙之沉睡，樹立天下之模範」為己任，……。福澤諭

                                                      
318 劉悅斌：〈從兩部《勸學篇》看中日近代文化發展方向的不同選擇〉，頁 167-173 。頁 173 
319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頁 93-118。 
320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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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主張「實學」，與政府的「工業化」相符；提倡「分限」，否定人民的抵抗

權，也含有「專制」因素在內。321 

 

前文提到，福澤諭吉認為人民不滿政府時，必須依循法律管道提出訴求，絕不

可貿然反抗政府，在依循合法途徑後若仍不能得到回應，即使個人犧牲也在所不惜。

但福澤諭吉沒有提到當政府不願意傾聽民意的情況下，施行暴政，人民該如何自保，

由此推斷福澤諭吉的思想還是無法完全脫離傳統思維。就如同福澤諭吉自己所說

的「一身兩世」、「一人二身」，身處幕末到明治維新的過渡時代，第一身是傳統漢

學，第二身是維新洋學，兩身都有深刻文化體知。322明治維新前後的思想家大多自

幼接受傳統儒學的陶冶，又再接受引進西方思想的薰陶，故思想模式仍深受儒學影

響，形成了批判儒學中自然哲學的部分，卻未否定倫理道德的部分。對明治政府而

言，儒學一面能保有人性平等的思想，一面又能使專制合理化，既可維護天皇為中

心的政治體制，又能給予人們心理上的滿足，因此儒學即使經歷劇烈文化衝突，卻

仍隨著明治政府尊皇攘夷的策略，再度成為官方的道德準則。323 

在中國，儒學始終為學術的主流焦點，也是穩定王朝的護身符，張之洞認為儒

學的功能在於端正人心，他在不觸及政府權威的前提下試圖重建四書五經的正統

性，他在《勸學篇‧內篇‧守約第八》中所設計的讀書進程之方案，顯露了儒生在面

對困局時的自我調適。但在急需救亡圖存的晚清，知識分子已難再專注沉潛於儒學。

梁啟超認為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大、民權日益衰弱是中國日漸衰頹的原因，他提倡

民權才能促使人民保護國家，這和福澤諭吉認為民權可以培養人民的國家觀念的

想法近似，但這樣的民權思想與絕對的君主專制背道而馳。維新派提倡民權同時卻

也在打擊專制王權，而提倡民權勢必動搖三綱五常之理。維新派如康有為、梁啟超

雖以儒學為理論基礎，但從西方借鑑而來的民主、民權之思想必然觸及到王權制度。

                                                      
321 李永熾：《日本近代史研究》，頁 14 
322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台大出版，2011

年），頁 110-119。 
323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頁 9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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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權制度是依靠儒家道德文化秩序來維護的，因此合於「經義」與「聖教」就是當

時中國改革的底線。 

張之洞所提出的以尊王為中心的保國、保教、保種同一論就是要維護君主專制，

當王權成為社會秩序象徵，保國便等於尊王。他堅信社會秩序之所以能維持穩定，

是由於中央政府權威主導維繫的緣故。因此他提倡維新，也著重衛道。324張之洞承

繼了洋務派的思想內涵並加以系統化，溫和改良的路線雖有破舊開新，卻又溫吞保

守。《勸學‧外篇‧會通第十三》寫道： 

 

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

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

庇民為政，雖朝運汔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325 

 

明顯可見他仍以中學為體，西學若有益且不違中學方可學習。洋務派將西學局限於

實用的工具之學，忽略背後的精神與制度，可能衍生的問題便是無法理解西學背後

的「體」導致無法真正學到為何導致此用的「用」。中國所學到的西學將流於片面

膚淺。326 

張之洞以精神高於物質論來維護中國傳統價值。他認知到必須要取西方之長

來補中國短處，他認為三綱五常絕不能改變，這屬於他所謂的不可改變的「道」的

範圍。因此在人權的概念上，327他反對女權、民權之論調，反對設立議會。他主張

儒學是中國的特殊性，一旦全盤模仿西方，則中國的主體性消失，固有文化與獨立

自主的精神也隨之消亡。這樣的思想雖帶有濃厚保守主義的色彩，但在其政治理念

與處理中西文化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又必須接受西方思想的局面而言，不失為一個

                                                      
324 楊肅獻：〈從張之洞的「勸學篇」看晚清的保守主義〉，頁 399-412。 
325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202-203。 
326 張崑將：〈佐久間象山と張之洞〉，《朱子學と近世˙近代の東アジア》（臺北：台大出版中心，

2012），頁 415-446 
327 何雲鵬：〈張之洞與福澤諭吉政治法律思想管窺〉，《社會科學戰線》2009 年第 6 期，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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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平實穩健的辦法。 

 

三、經典詮釋的異趣 

近代東亞詮釋傳統儒學經典常帶有濃厚政治色彩。328儒學在近代東亞顯然已

成為政治道具、手段，而非目的。中國歷代儒者往往認為道德、知識、政治不僅有

主從關係也無法徹底分割，儒學的傳統裡道德修養是高於政治知識的，德行是人的

根本本質，知識與政治是本質得以擴展的憑藉。晚清思想界常以「道器」解釋「體

用」，「道」與「器」可上溯自《易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329

因此歷代儒者便會使用「道」與「器」展開廣泛討論。「道」與「器」不可分割，

道不離器，因此對於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思想，嚴復批評「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

有西學之體用」330，中體西用無異於「以牛為體，以馬為用」。331 

在中學與西學之爭中，守舊派與洋務派往往以儒學經典為理論依據，動輒將四

書五經搬出來反對新思想，例如張之洞認為學子必須先讀儒學經典，再學西學，視

佛學與諸子為異端，以儒學來對抗維新派。這體現了儒學崇古復古、重義輕利的思

想模式與價值取向。但張之洞《勸學篇》蘊含的「變易」精神、道藝體用兼備、會

通互補、博古通今等思想也是儒學能適應新時代變化的展現。西學中許多新思想、

新觀念，都經由了此種理論的融會、轉化，才過渡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得以接受的理

念。《勸學篇》中中體西用的思想與儒學的道藝體用兼備相呼應，道與體對應，指

事物的根本性，藝與用對應，指事務的具體方法，有主次之別，但兩者須兼顧而不

偏廢，張之洞所提出的中體西用正是在此一框架下加入新的構想。332但獨尊儒術的

思想也嚴格限制了儒學的發展，崇尚儒學的知識份子若無法徹底擺脫獨尊儒術的

框架，只努力做出局部性的調整，這便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儒學衰落的危機。此外，

                                                      
328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頁 121-139。 
329 〔西周〕佚名：《易經》（臺北：師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77。 
330 嚴復：《嚴復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頁 125。 
331 同前註。 
332 史革新：《晚清學術文化新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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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本質不同，五四時期的學者雖以揚棄儒家作為答案，但是晚清

儒者以中體西用試圖消融西方文化未能成功，明顯是迫於時勢未能完成對於西方

文化核心的梳理而失敗，因為當代新儒家都還是朝著這個方向來開拓儒家文化系

統。333 

福澤諭吉受到歷史脈絡的限制，對儒學的理解僅止於當代的詮釋。福澤諭吉在

自傳中曾言幼時所就讀之白石私塾屬於龜井學派，他的老師極為崇拜龜井南冥，334

他對儒學的理解應當也從此一流派的主張。龜井南冥屬於古文辭學派，反對宋學，

因此對儒學經典的詮釋大多不同於朱子，解釋上應當更近於中國漢代的學者。龜井

學派特別重視《左傳》，崇尚使國富兵強的子產，重視輿論，主張順應時勢而權變，

龜井學派吸收徂徠思想，代表人物之一的龜井昭陽反對孔、孟之後的儒者，認為後

世儒者不明白孔子之道，種種觀點都與福澤諭吉在《勸學》中的主張有相似之處，

最明顯的便是福澤諭吉認同孔子為聖人，並且猛烈批評當時的漢學者。335福澤諭吉

所引用並批評的《論語》、《孟子》之言，可以發現都是具有針對性的、或是至今仍

討論不休的語句。佐藤貢悅在〈再探「脫亞論」─重評福澤諭吉的儒學觀〉一文中

提到， 

 

分析福澤對儒教的批判，其否定的言論大多是針對儒教的政治思想領域，換

言之，有關儒教道德思想方面的批判也是由於其思想多是政治與道德結合

的原因，只是間接地否定（道德思想）。小泉信三曾言：「福澤擅長批評儒

（教），卻也是『對儒道深信不疑者』。」336 

                                                      
333 陳強立：〈論近百年來儒家的文化發展構想──從「體用」範疇的理論涵蘊看睌清「中體西

用」的思想困局〉，《鵝湖》第 17 卷第 10 期（1992 年 04 月），頁 25-31。 
334 福沢諭吉著，富田正文校訂：《新訂 福翁自伝》，頁 17-18。 
335 坂本慎一：〈福沢諭吉と亀井学の思想：福沢における「縦に慣れたる資力」とは何か〉，《近

代日本研究》第 20 期（2003 年），頁 176-177、191-197 
336 原文：「福沢の儒教批判を分析するところ、否定的言辞のほとんどが儒教の政治思想の領域

に関わるところでなされており、換言すれば儒教道徳思想に関する批判は、政治思想と分かち

がたく結びついている点に起因するという意味で、あくまで間接的な否定に止まることをみて

きた。小泉信三氏が、「善く儒を罵った福沢は、他面において実に『儒の道を信じて疑わざる

者』であった」佐藤貢悦：〈「脱亜論」の思想的地平--福沢諭吉の儒教観再考〉，頁 56-57。筆者

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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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福澤諭吉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雖然批評漢學者，但不否認孔、孟為聖人；雖

引用《論語》、《孟子》之言大加撻伐，談及修身養性之理卻又近似儒學觀念，甚至

會暗引儒學經典。福澤諭吉的論點看似矛盾，其實內在思路是一貫的，他所批評的

是後儒的詮釋以及政治化的儒學，意即以儒學理論為基石的封建意識形態，而此番

論述都與他意欲讓日本脫離東亞的政治傳統，脫離中國朝貢制度的世界觀有關。 

綜合以上，從福澤諭吉與張之洞二人提出觀點的歷程來看，張之洞是與時俱進

的溫和改革者，他不是以先進的思想指引前進的方向，而是以事實督促進步，期待

國家在穩健中改革。福澤諭吉則相反，他以先進的思想喚醒人民，指引方向，期待

人民自主的作出成果，使國家煥然一新。若將歷史的後續納入觀察，二人的《勸學》

與《勸學篇》就更不能簡單地以是否為最先進思想來做褒貶，應從他們如何回應時

代主題，產生了什麼實際影響，以及在當時思想發展上的地位來觀察。尤其二人作

為新舊界線的過渡人物，所言經常是新舊紛呈，雜揉中西，可說是典型的反應了學

問轉變的時代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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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時人評價及其社會影響 

第一節 福澤諭吉《勸學》的時人評價及其社會影響 

福澤諭吉《勸學》出版後大受歡迎，明治十三年出版的版本銷售量在當年度達

到七十萬冊。連帶盜版猖獗，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分發給民眾的是盜版的版本。福澤

諭吉也飽受盜版的困擾，此正可由《勸學》之風行，看出民心之所向。他挑戰了不

少封建社會的舊觀點，試圖將自古以來人民對於政府的心態從「服從」扭轉為「獨

立」。337 

 

一、時人回應 

明治六年（1873）福澤諭吉參與了森有禮（1847-1889）組織的明六社，隔年

福澤諭吉在社團集會上發表了《勸學．第四編》中的〈論學者的職責（学者の職分

を論ず）〉，338該篇主張官民權力平衡，為了改變傳統官僚的獨裁氣息以及封建時

代百姓過度依賴政府的問題，就有賴洋學者指出政府的不足之處，並成為人民楷模。

福澤諭吉在此篇中勸告學者不該只想成為政府官員，而應該留在民間興辦事業，掃

除官尊民卑的風氣。339他認為民間學術、法律、商業發展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有許多

不足之處，如果全盤倚賴政府，那麼社會風氣將無異於幕府專制時代，人民依舊不

會進步，因此洋學者必須作為人民表率，留在民間興辦實業。 

然而福澤諭吉此論點幾乎是在批評明六社中其他人從政的行為，因此遭到其

他人的質疑。340在《勸學．第四編》的附錄裡，福澤諭吉紀錄了發表當時，有人提

出的四個質問與他的回應，問題包含：（1）興辦事業為何不能依賴政府？（2）若

有才能者不擔任官員，將影響政府運作。（3）民間勢力壯大等同第二政府，影響

                                                      
337 鹿野政直：《福沢諭吉》，頁 37-38。 
338 高橋誠一郎：《福澤諭吉：人と学說》（東京都：長崎出版，1979 年），頁 128。 
339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40-50。 
340 飯田鼎：〈自由民権思想における福沢諭吉と加藤弘之〉，《三田学会雑誌》第 95 卷第 3 期

（2002 年 10 月），頁 46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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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4）辭官創業影響生計。對此福澤的回應大多是應先嘗試才能知道結果，

話語間可見他對學者的信心，他認為政府官員即使離開政府自行創業也是在為國

家效力，因此人民與國家是互助合作，而非互相對立。341而後明六社發行的《明六

雜誌（明六雑誌）》第 2 號刊載了社員加藤弘之（1836-1916）、森有禮等人的意

見。342《明六雜誌》第 2 號幾乎整本都是對福澤諭吉〈論學者的職責〉一文的質疑，

內文作者與標題分別是：加藤弘之〈回應福澤先生之論（福澤先生ノ論ニ荅フ）〉、

森有禮〈學者職分論之評論（學者職分論ノ評）〉、津田真道（1829-1803）〈學

者職分論之評論（學者職分論ノ評）〉、西周（1829-1897）〈批評學者職分論（非

學者職分論）〉，評論大多認為福澤諭吉的主張過於偏狹，若學者拒絕進入政府擔

任官職則政府無人可用，國家前途茫茫，因此他們主張學者從政更有利於社會邁向

文明開化。343飯田鼎〈福澤諭吉與加藤弘之的自由民權思想〉一文中對此做出了延

伸探討，加藤弘之與森有禮反對福澤諭吉在文中將政府與人民作為對立面；津田真

道認為福澤諭吉所提「政府便如同體內的生命力、人民則可比為身體外部的刺激」

344的比喻失當，主張人民是軀體、政府是精神，但觀察日後他的民權論點卻是與福

澤諭吉相近的；西周則針對《勸學．第四編》的內容逐項反駁，其見解基本上與前

三人相同。345 

福澤諭吉會在此時寫出如此具有針對性的文章，應當是他注意到當時洋學者

對政府的的態度過於卑屈而有所感觸，在《勸學．第四編》他提到： 

 

例如現在發行的報紙、政府諸官廳的出版品也是其一例。出版的規則並不很

嚴重，但新聞的版面，很少觸及政府所忌諱的事。不僅如此，政府若稍微做

                                                      
341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50-52。 
342 高橋誠一郎：《福澤諭吉：人と学說》，頁 128。 
343 《明六雑誌》第 2 号（東京：報知社，1874 年 3 月），国立国語研究所所藏日本語史研究資

料。網址：https://dglb01.ninjal.ac.jp/ninjaldl/bunken.php?title=meirokuzassi （搜尋日期：

2019/06/08） 
344 原文：「故に政府はなお生力の如く、人民はなお外物の刺衝の如し。」福沢諭吉：《学問の

すゝめ》，頁 42。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聯合文學：臺北，2003 年），頁

66。 
345 飯田鼎：〈自由民権思想における福沢諭吉と加藤弘之〉，頁 469-470。 

 

https://dglb01.ninjal.ac.jp/ninjaldl/bunken.php?title=meirokuz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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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點美事，就大書特書再三稱讚，這真如同娼妓之媚客。再看看那些向政

府所提出的建言，文章一律卑屈之極，尊崇政府如奉鬼神，賤視自己如同罪

人，所用的措辭，都是在平等社會不應該用的虛禮辭藻，但無人以此為恥。

讀那樣的文章，想像寫出其文章的人，幾乎要懷疑這個人腦筋是否正常。346 

 

在福澤諭吉此篇發表前的一月份，當時一群有治之士如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人聯

名上書請求設立議院，但上書內容極為委曲求全，就福澤諭吉《勸學》的觀點而言，

政府與人民是平等的，人民不應如此卑微，故而在《勸學‧第四編》中寫下如此激

烈的批判，飯田鼎認為福澤諭吉可能已注意到當時明治政府將天皇制神格化的意

圖，媒體輿論居然也迎合政府。347因此他在《勸學．第四編》中急迫地要將洋學者

從政府剝離出來，即使他在附錄的回應中表示無法肯定此舉對國家絕對有益，他也

不欲重蹈德川幕府封建專制的覆轍。 

除此之外，在社會上引起廣大爭議的主要是第七編〈論國民之職分（国民の職

分を論ず）〉一段，當時許多報刊紛紛開設專欄徵稿，林呈蓉《福澤諭吉與《學問

之勸》》如此寫道： 

 

《學問之勸》發刊後，樹大招風，既成為評論之標的，抑或是媒體批判

的題裁。無論是批判、反論、或是擁護等，在當時重要的平面媒體如《郵便

報知新聞》、《日新真事誌》、《新聞雜誌》、《朝野新聞》、《橫濱每日

新聞》等俯拾皆是。尤有甚者，莫過於一八七四年（明治七）二月、三月刊

行的〈六編 論國法之可貴（国法の貴きを論ず）〉與〈七編 論國民之職

                                                      
346 原文：「譬えば方今出版の新聞紙及び諸方の上書建白の類もその一例なり。出版の条令甚だ

しく厳なるに非ざれども、新聞紙の面を見れば政府の忌諱に触るることは絶えて載せざるのみ

ならず、官に一毫の美事あれば慢にこれを称誉してその実に過ぎ、あたかも娼妓の客に媚びる

が如し。また、かの上書建白を見ればその文常に卑劣を極め、妄りに政府を尊崇すること鬼神

の如く、自ら賤ずること罪人の如くし、同等の人間世界にあるべからざる虚文を用い、恬とし

て恥ずる者なし。この文を読みてその人を想えば、ただ狂人をもって評すべきのみ。」福沢諭

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47。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聯合文學：臺北，2003

年），頁 72。 
347 飯田鼎：〈自由民権思想における福沢諭吉と加藤弘之〉，頁 46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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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国民の職分を論ず）〉，輿論對於文中把楠木正成的戰死與奉公人權助

的縊死，等同視之，因難以苟同而予以非難。而《日新真事誌》甚至另闢讀

者投書欄，歡迎抱持不同見解之士投書筆戰。348 

 

楠木正成與權助的爭議來自於《勸學‧第七編》中評論楠木正成與權助之死的部分，

福澤諭吉以二人為例，認為二人自以為正義的死亡實際上對社會毫無幫助，但此盡

忠而死的行為在文明未開化的時代卻時有耳聞。他先敘述楠木正成討敵捨命是為

主人盡忠，看似情操高尚，但犧牲自己只為展示對主人的忠誠之心，此行為對社會

並無益處。接著又提到僕人權助因為出外為主人辦事，不慎弄丟了一兩銀子，自覺

有愧於主人便在路邊樹上上吊自殺，世人多認為權助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自殺太

過荒謬。但是在福澤諭吉看來，被視為忠孝楷模的楠木正成與因細故而枉死的權助

同樣是為了主人盡忠而死，其意義上沒有什麼不同。福澤諭吉如此評價道： 

 

然而，事物的價值並不能以銀子的多寡、人數的多少而定。而應以這件事情

對社會的文明是否有益，來決定其價值。總之，那忠臣義士殺敵一萬而死，

與這個僕人失落主人一兩銀子而上吊自盡，其死亡對社會文明無益之點，完

全一樣，其價值便不分上下。結果，義士與僕人，都可以說不知道真正的捨

命的意義何在。所以他們的行為，不能算是西洋所稱的「正義之死」。349 

 

福澤諭吉認為二人之死於社會進步毫無意義，楠木正成的死沒有使得社會更加安

全，權助的死也沒有促進百姓權益進步，他們目光短淺，只為主人捐軀，而不為社

                                                      
348 林呈蓉：《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頁 137 
349 原文：「然りと雖ども事の軽重は、金高の大小、人数の多少をもって論ずべからず、世の文

明に益あると否とに由ってその軽重を定むべきものなり。然るに今、かの忠臣義士が一万の敵

を殺して討死するも、この権助が一両の金を失うて首を縊るも、その死をもって文明を益する

ことなきに至っては正しく同様の訳にて、何れを軽しとし何れを重しとすべからざれば、義士

も権助も共に命の棄て所を知らざる者と言いて可なり。これらの挙動をもって『マルチルド

ム』と称すべからず。」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27。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

《勸學》，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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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貢獻，受到世人推崇的楠木正成根本不能算是西方所認為的「以身殉道」、「正

義之死」，楠木雖是盡忠而死，世人評之為正義之士，但他犧牲性命事實上對整體

社會是毫無幫助的，真正的「正義之死」是在面對暴政之下，不帶任何武器，只依

法守法向政府陳情，最後犧牲一己之性命也在所不惜，這才是「正義」。350 

福澤諭吉將忠臣義士的楠木正成等同於僕人權助的說法引來了輿論批評的駭

浪，許多人投書至新聞報紙，怒斥文中將楠公與權助等同視之是極度無理的粗暴言

論，怒罵福澤諭吉此舉在宣揚不忠，甚至指責福澤諭吉是意圖讓共和制取代天皇制

的竊國賊。猛烈的批評浪潮，使福澤諭吉不只受到輿論攻擊，恐嚇信也紛沓而至，

令他不堪其擾，門下學生也擔憂不已。最後他匿名投書，為己辯駁，表示福澤諭吉

僅僅是以楠公與權助二人的死亡價值來作評斷，是以當前文明進步的觀點來看，不

作其他生平功業的評價，現在已經不是當時楠公生活的鎌倉時代而是明治時代，當

前的競爭對手已非國內的足利尊氏而是國外的西方列強。楠公若是活在當代，也必

定會為文明開化盡一份心力。此篇投書刊登之後，輿論至此看似已告一段落，351然

而東京日日新聞第八百六十號卻刊登了楠公權助論的浮世繪，楠公身穿鎧甲坐在

虎皮上，權助左手緊握錢袋，並附上揶揄福澤諭吉的言論。352由於福澤諭吉的觀點

過於顛覆傳統觀念，以至於針對楠公權助論的批評直到昭和時代都沒有完全止息。

353 

福澤諭吉此論極大限度的挑戰了當時社會對於「忠」的概念，鹿野政直稱福澤

諭吉此一觀點是極為挑戰社會常識的論述，對當時仍顯保守的社會是具有刺激性

的衝擊療法。354福澤諭吉是以西方近代文明的眼光來看楠木與權助，比起討論二人

之死，福澤諭吉實質上更重視時代流變，在四民平等的明治時代，百姓效力的對象

不該是主人，而是國家。 

                                                      
350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80-84。 
351 高橋誠一郎：《福澤諭吉：人と学說》，頁 132-133。 
352 該浮世繪為當時有名的浮世繪師落合芳幾所繪。《福沢諭吉》第 43 頁刊載了該張浮世繪。鹿野

政直：《福沢諭吉》，頁 43。 
353 高橋誠一郎：《福澤諭吉：人と学說》，頁 136。 
354 鹿野政直：《福沢諭吉》，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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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七編引來的風波，使得福澤諭吉在撰寫《勸學‧第八編》時，寫作對象

開始漸漸轉而面向莘莘學子，根據林呈蓉《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一書中所述，

遠山茂樹曾提出《勸學》在第八編（1874 年 04 月）之後論點有所改變，原本主張

人人皆有人權、獨立、自尊等，但第七編（1874 年 03 月）中提出以犧牲小我面對

暴政之言論飽受輿論撻伐，尤其人權的主張又受到傳統階級社會的質疑，於是第八

編開始，遂轉為以向學者喊話，勸勉知識分子為主，355期許學者成為政府與人民的

橋樑。 

 

二、社會影響 

明治五年（1872 年）日本文部省頒訂新學制，其內容被認為是受到《勸學》

的影響，356《勸學》也因此被視為是為新學制作出的理論說明。357太政官頒佈的〈學

制第二百十四號（学制第二百十四号）〉，內容大多切合《勸學》的主張。如：教育

普及，所有人民包括女性皆受教育，讓每一個人都能適性揚才，具有獨立生活的能

力。358以上這些都與《勸學》書中精神相符合。由於幕府時期民間的寺子屋就具備

                                                      
355 林呈蓉：《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頁 118-119 
356 渡辺徳三郎：《福沢諭吉‧家庭教育のすすめ》（東京都：小学館，1985 年），頁 28 
357 林正珍：〈福澤諭吉社會思想的研究──以其人性觀為中心〉，頁 135-160 

358 學制全文：「人々自ら其身を立て、其産を治め、其業を昌にして、以て其生を遂るゆゑんの

ものは他なし、身を脩め、智を開き、才芸を長ずるによるなり。而て其身を脩め、知を開き、

才芸を長ずるは、学にあらざれば能はず。是れ学校の設あるゆゑんにして、日用常行・言語書

算を初め、仕官農商百工技芸及び法律政治天文医療等に至る迄、凡人の営むところの事、学あ

らさるはなし。人能く其才のあるところに応じ、勉励して之に従事し、しかして後初て生を治

め、産を興し、業を昌にするを得ベし。されば学問は、身を立るの財本ともいふべきものにし

て、人たるもの誰か学ばずして可ならんや。夫の道路に迷ひ、飢餓に陥り、家を破り、身を喪

の徒の如きは、畢竟不学よりしてかゝる過ちを生ずるなり。従来学校の設ありてより年を歴る

こと久しといへども、或は其道を得ざるよりして人其方向を誤り、学問は士人以上の事とし、

農工商及婦女子に至つては、之を度外におき、学問の何物たるを辨ぜず。又士人以上の稀に学

ぶものも、動もすれば国家の為にすと唱へ、身を立るの基たるを知ずして、或は詞章記誦の末

に趨り、空理虚談の途に陥り、其論高尚に似たりといへども、之を身に行ひ、事に施すこと能

ざるもの少からず。是すなはち沿襲の習弊にして、文明普ねからず、才芸の長ぜずして、貧

乏・破産・喪家の徒、多きゆゑんなり。是故に人たるものは学ば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之を学

ぶに宜しく其旨を誤るべからず。之に依て今般、文部省に於て学制を定め、追々教則をも改正

し、布告に及ぶべきにつき、自今以後一般の人民、華士族・農工商、及女子必ず邑に不学の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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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的功能，寺子屋近似中國的私塾，農民、商人多會送至寺子屋學習基礎的

讀寫、算數。因此明治政府在推廣教育普及時相當順利，就學率甚至比同一時期的

英國、法國還要高。359教育改革的成功與四民平等的政策使得階級逐漸消失，百姓

人人能盡其才，國家得以加快進步的步伐。 

福澤諭吉所設立的慶應義塾在明治四年遷至三田後，培育無數英才，後來甚至

有「文部省在竹橋，文部卿在三田」一說。明治六年，福澤諭吉加入當時由啟蒙思

想家組成的明六社，明治八年明六社創辦的雑誌停刊後改為明六會，另外設立東京

學士會院，聚集了日本最頂尖的學者，成為日本學士院的前身。福澤諭吉在明治十

二年便擔任了東京學士會院會長。可見福澤諭吉在當時社會擁有的影響力之大，此

一時期也是福澤諭吉與政府對於文明開化的路線觀點相同的時期。福澤諭吉自身

奉行《勸學》書中提倡的諸多作法，並將影響擴及社會。例如他將演講作為嶄新的

學問交流形式，明治七年開始慶應義塾以時事作為題材舉辦三田演說會，明治八年

甚至建了三田演說館，三田演說會與明六社演說會在東京的學術界一時蔚為風潮。

360 

較為可惜的是，明治政府雖施行四民平等，但並未給予人民實際參與政治的權

利，明治七年（1874）年開始，坂垣退助等人推行自由民權運動，隔年組織了愛國

社（愛国社），試圖以社會輿論施壓政府，而後愛國社擴大為國會期成同盟（国会

                                                      

なく、家に不学の人なからしめん事を期す。人の父兄たるもの、宜しく此意を体認し、其愛育

の情を厚くし、其子弟をして必ず学に従事せしめざ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り。高上の学に至て

は、其人の材能に任かすといへども、幼童の子弟は、男女の別なく、小学に従事せしめざるも

のは、其父兄の越度たるべき事。 

  但従来沿襲の弊、学問は士人以上の事とし、国家の為にすと唱ふるを以て、学費及其衣食の

用に至る迄、多く官に依頼し、之を給するに非ざれば学ざる事と思ひ、一生を自棄するもの少

からず。是皆惑へるの甚しきもの也。自今以後、此等の弊を改め、一般の人民、他事を抛ち、

自ら奮て必ず学に従事せしむべき様、心得べき事」原文參考文部科學省網站〈学制（明治五年

八月三日文部省布達第十三・十四号・明治六年三月十八日文部省布達第三十号・明治六年四月

十七日文部省布達代五十一号・明治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文部省布達第五十七号）〉網址：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943.htm 以及国立公文書館公文資料照

片，網址：http://www.archives.go.jp/ayumi/kobetsu/m05_1872_02.html（搜尋日期：2019/06/10） 
359 林景淵：〈江戶時代之教育制度與轉型期之日本〉，《國立中興大學共同學科期刊》第 3 期

（1994 年 6 月），頁 79、85-86。 
360 鹿野政直：《福沢諭吉》，頁 39。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943.htm
http://www.archives.go.jp/ayumi/kobetsu/m05_1872_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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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同盟），雖然最後遭到政府嚴厲鎮壓，但明治政府也做出承諾，保證 1890 年公

布憲法、開設國會。361此中自由民權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植木枝盛，其思想受到福

澤諭吉極大影響，他所創作的「民權田舍歌（民権田舎歌）」有一小段明顯受到《勸

學》啟發： 

 

上天創造人類，眾生生來相同，沒有人上之人，也沒有人下之人，人人權利

平等。362 

 

此數句可看出來自《勸學》開篇首句： 

 

「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不在人之下造人。」這句話的意思是「神造人時，給

予每個人平等權利，所以生來無貴賤上下的差別。363 

 

上下二者意義完全相同，都是在提倡天賦人權，眾生平等。植木枝盛藉著《勸學》

開篇的名句來主張人人皆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要求政府盡快設立民選議院，使人權

得以伸張。 

福澤諭吉的影響範圍不僅僅是在國內，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注意到

日本近代化成功，364中國維新派的知識份子如梁啟超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提到： 

 

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無所師授，自學英文，嘗手抄《華英字典》

                                                      
361 依田熹家：《日本通史》，頁 240-242 
362 原文：「天の人間を造るのハ、天下萬人皆同じ、人の上にハ人ハなく、人の下にも人はな

い、こゝが人間の同権じや」植木枝盛：《民権自由論》（福岡：集文堂，1880 年），頁 43。 
363 原文：「天は人の上に人を造らず人の下に人を造らず」と言えり。されば天より人を生ずる

には、万人は万人みな同じ位にして、生まれながら貴賤きせん上下の差別なく」福沢諭吉：《学

問のすゝめ》，頁 11。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27。 
364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

《臺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3 年 12 月），頁 19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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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又以獨力創一學校，名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

至今為日本私立學校、報館之巨擘焉，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

為主義。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顧問於福

澤者十而六七也。365 

 

梁啟超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應有六成比例歸功於福澤諭吉，他讚賞福澤

諭吉創立學校、興建報館，著書引進文明開化的思想，帶領了國民全體的大幅進步。

梁啟超將福祿貝爾、托爾斯泰、福澤諭吉三人並列，認為他們都是西學成功的中介

者，三人運用寫作宣傳，將其他國家先進的文明思想移植到本國國內。366使國家邁

入文明開化的進程，這也是維新派努力的方向。 

福澤諭吉《勸學》一書不但受到政府青睞，使得書中精神在社會上得以推行，

他自己也親自實踐《勸學》書中的理論，舉凡興辦學校、演說會，再到堅持在野，

拒絕任官，都使得他的言論具有說服力。雖然書中言論曾引起廣大爭議，但也證明

了《勸學》此書擁有大量讀者，顯示了《勸學》一書在社會上的巨大的影響力。 

 

第二節 張之洞《勸學篇》的時人評價及其社會影響 

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之洞的門生黃紹箕將張之洞所作之《勸學篇》上呈

朝廷，367光緒皇帝閱覽後龍心大悅，隨即下詔：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諭：本日翰林院奏侍講黃紹箕呈進張之

洞所著《勸學篇》，據呈代奏一摺。原書內外各篇，朕詳加披覽，持論平正

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

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欽此！

                                                      
365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全編》第一冊（上海：廣益書局，1948 年），頁 232。 
366 同前註，頁 232。 
367 任光敏：〈近代中日兩《勸學篇》之比較研究〉，《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9 年第 3 期，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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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光緒皇帝對此書大為讚賞，認為該書論點公平正直，通情達理，有助於學術風

氣、端正人心，諭令軍機處將此書頒布給各省總督、巡撫、學政。總督是各地方最

高長官，巡撫同為地方長官，略次於總督，學政掌管地方教育行政，從光緒皇帝指

定的頒布對象可知《勸學篇》十分切合當時光緒皇帝對於學術教育的想法，也將《勸

學篇》推向了廣大士人。 

 

一、時人回應 

《勸學篇》不但受到統治階級的歡迎，在士人間也引起旋風。胡思敬《戊戌履

霜錄》卷一提到該書席捲各省，由於刊印數量不足，士人遂爭相傳抄，上海地區更

重版了三次之多。369中國約 140 萬仕紳階級，每 1.5 人就擁有一本，更被傳教士翻

譯出版，據英譯者稱，估計發行量約有 100 萬冊之多，可見影響力巨大。370雖然

《勸學篇》受到統治階層的歡迎，但保守派與維新派對其的褒貶不一，以下分述之。 

 

（一）保守派的讚揚 

《勸學篇》中強調保國、保種、保教的論點頗受保守派認同。如蘇輿（1874-

1914）在《翼教叢編》（1898）序中即痛斥康、梁，盛讚《勸學編》： 

 

邪說橫溢，人心浮動，其禍實肇於南海康有為。康為人不足道，其學則

足以惑世，招納門徒，潛相煽誘。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聘康之弟

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其言以康之《新學偽經攷》、《孔子改制攷》

為主，而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偽六籍，滅聖經也；托改制，亂

                                                      
368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20。 
369 任光敏：〈近代中日兩《勸學篇》之比較研究〉，頁 85。 
370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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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君上也；孔子紀年，欲人不知有本

朝也。……，而其黨且執新舊相爭為詞，欲以阻撓新政之名羅織異己，自朝

逮野，默不敢言。惟張香濤尚書《勸學篇》、王幹臣吏部《實學報》，辭而

闢之，未加顯斥。371 

 

《翼教叢編》收集許多保守派與洋務派衛道崇儒的文章，旨在攻擊當時的維新派。

當時維新派風頭正盛，頗受光緒皇帝重用。維新派藉皇帝之力大肆變法改革使保守

派極端不悅，蘇輿批評康有為的三世說與孔子改制說極其荒謬，維新派引進西學，

權亂朝綱，排除異己，不允許其他質疑改革的聲音，使得保守派在朝中勢力遭到壓

制。幸而張之洞所作《勸學篇》與王仁俊出版之《實學報》對維新派提出異議。蘇

輿又在《翼教叢編》目錄後提到：「疆臣佼佼，厥惟南皮，《勸學》數篇，挽瀾作

柱。」372來稱頌張之洞的文字堪稱中流砥柱，有力挽狂瀾之效，《翼教叢編》裡蘇

輿挑選了《勸學》中〈教忠〉、〈明綱〉、〈知類〉、〈正權〉、〈非弭兵〉373此

五篇收錄於書中，由於張之洞對於儒學的觀點向來與保守派相近，此五篇以保國、

保種、保教為核心，堅持維護傳統儒學，以三綱五常作為天地之間的常理，強調中

學必須也絕對優於西學。張之洞對於儒學的保護使保守派欣然接受他的論述。 

但張之洞並非完全的保守派。甲午戰敗後，他奏請編練陸海軍、造兵工廠、鐵

路、開設學堂等，當張之洞返回任職湖廣總督時，更是積極支持維新派。至 1896

年，梁啟超主筆《時務報》連續發表數篇批評滿清政府喪權辱國與社會弊端的文章，

引起張之洞不滿。張之洞認為士人不應如此大肆批評政府，由此便是洋務派與維新

派的衝突之始，隨後兩派在政治上的分歧越漸明顯。374辜鴻銘（1857-1928）在〈張

文襄幕府紀聞．清流黨〉一文中寫道： 

 

                                                      
371 蘇輿：〈翼教叢編序〉，見蘇輿編：《翼教叢編》（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0 年），頁 1-2。 
372 同前註，頁 9。 
373 同前註，頁 6。 
374 馮天瑜：〈近代化方略之辯──《勸學篇》與《〈勸學篇〉書後》評析〉，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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洎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文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

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雖然文襄之效西

法，非歐化也。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圖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

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吾謂文襄為儒臣者以此。厥後文襄門下，如康有為輩，

誤會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變法行新政，卒釀成戊戌、

庚子之禍。……。嗚呼！文襄之作《勸學》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絕康梁並以

謝天下爾。韓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於文襄亦云然。375 

 

甲午戰爭一役之後，滿清政府不得不正視日本的強大，張之洞當然意識到效法西方，

學習西學的重要性，但他不認同全盤西化的主張。雖然張之洞也提倡富國強兵，但

富國強兵的目的是要藉由富強來保住國家，只有保住國權，才能保住儒學，這正是

辜鴻銘稱張之洞為「儒臣」的主因。辜鴻銘認為康有為等人誤解張之洞的主張，維

新派一心要趕上西方列強，蠻橫的執行西化政策引發朝中反彈，張之洞不得不寫作

《勸學篇》，表達與康有為、梁啟超絕裂的立場，此書進而引發了維新派的不滿，

更有維新派人士如何啟、胡禮垣合著《〈勸學篇〉書後》來反擊張之洞的論點。 

 

（二）維新派的抨擊 

勸學篇雖受到統治階級與保守派的接納，但維新派卻甚為不喜。維新派人士何

啟、胡禮垣在張之洞《勸學篇》問世後，專門作了《〈勸學篇〉書後》來批評張之

洞對於西方文明的誤解。何啟、胡禮垣有留學歐洲多年的經歷，精通西學。二人在

《〈勸學篇〉書後》針對張之洞《勸學篇．內篇．正權第六》詳細解釋了「權」、「自

由」等詞彙定義，強調民權的本意。他們認為民權是挽救中國的唯一出路，376此與

張之洞對於民權的看法大相逕庭。張之洞力主三綱五常，將之作為中國社會的根基，

                                                      
375 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見辜鴻銘、陶菊隱著：《民國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山西：山

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17-18。 
376 張禮恒：《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8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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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棄維新派所提倡的民權思想，但維新派認為三綱五常此種僵化的禮教無疑是忽

略了儒學中的正名思想，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77意在指欲為

君者，當需盡君道，為臣者，須盡臣子的職責，父親與人子也都須各盡其責。孟子

也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378君臣、父子雖有地位上的高下之別，但關

係有賴於彼此互相維繫，君王將臣子視為兄弟血親，臣子才會將君王視作親近之人，

若君王對臣子漠不關心，甚至任意踐踏，那麼臣子也將視君王為仇敵。前述可知，

在《論語》、《孟子》裡強調關係的維繫在於各盡其責、彼此友愛，而非單方面謹守

教條、不斷付出。強迫人民服從「三綱」有違人道，君臣、父子、夫妻應在情理之

中相處，是平等互惠的關係，「三綱」不但在《論語》、《孟子》書中無此名詞，六

經亦無此說，三綱不過是後儒製造的不通之論。379因此三綱五常並非純正的儒學思

想，僅僅是束縛人民的工具。當三綱五常不再是儒學正統思想，維新派就能在不違

儒學的底線裡順理成章提出民權之必要。 

因此維新派在強調西方觀念的同時，依然屢屢試圖以儒學來解說，甚至引儒學

原典或觀念來證明。事實上他們所宣揚的民權思想是延伸自盧梭的天賦人權，意即

人人皆有生存、財產私有的權利。在說明天賦人權的概念時，他們融入了中國傳統

的民本思想，強調皇權的穩固來自於庶民的支持，將中國君權民授的傳統思想與西

方思想彼此融會。380下面兩段文字即是融合了儒學思想來陳述「權」的定義： 

 

以大經大法之至正至中而論，則權者，乃天之所為，非人之所立也。天既賦

人以性命，則必畀以顧此性命之權。夫既備人以百物，則必與以保其身家之

權。……民蓋自顧性命、自保身家，以無負上天所託之權，然後為是已。討

曰天討，伐曰天伐，秩曰天秩，位曰天位，一切之權，皆本於天。然天不自

                                                      
37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160。 
378 同前註，頁 342。 
379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241-249。 
380 張禮恒：《何啟、胡禮垣評傳》，頁 28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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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也，以其權付之於民，而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
‧‧‧‧‧‧‧‧‧‧‧

，天聰自民聰，天明自

民明；加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天下之權，惟民是主。然民亦不自為也。

選立君上以行其權，是謂長民。……天子之去庶民遠矣，然而天子之權得諸

庶民，故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

」也，凡以能代民操其權也。……選於國者

不善，則天下廢之。故曰：「失其民，斯失天下也，凡以不能代民操其權也」。

堯舜三代之隆，莫不由此；泰西富強之本，亦莫不由此。今曰「無一益而有

百害」，則是孔孟垂教之書可以焚，外國持平之政可以反矣。381 

 

標註文字分別來自《尚書》382與《孟子》383。可見他們透過上古的儒學典籍試圖會

通現代的西方思想，使天賦人權成為傳統儒學思想的一環。接著何啟、胡禮垣又在

傳統儒學裡尋找民權思想： 

 

中國民權之說，堯舜三代，無不率循，雖其事不及今日泰西之昌明，然

其義則見於《尚書》古史。自秦而後，其理頓晦，二千年於茲，未能復矣。……

《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書》曰：「罔拂百姓以從己欲。」《詩》

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皆中國古書，童蒙即須成誦者也。而人人

有自主之權，其義已昭然若揭，何可目自主之理為怪妄，而謂出自外國之教

之書哉？384 

 

他們引用《易經》、《尚書》、《詩經》等經典，來說明民權二字雖不見於古典文獻之

中，但民權的概念早已隱藏在字裡行間，強調民權並非西方特有之產物，只是隨著

                                                      
381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327。 
382 原文來自《尚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往。」意為：上天所見來自人民所見，上天所聽的來自人民所聽見的，百姓責難於我一人，如今

我一定前往討伐商。原文為周武王出發討伐商紂王前發表的誓詞，意在表達民意的重要。孔安

國：《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152。 
383 原文來自《孟子‧盡心》：「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

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

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435。 
384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327-32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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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政體開始走向專制極權，以至於民權的概念也隨之湮沒。接著何啟、胡禮垣便

針對民權再次作出解釋，國家由君王與人民組成，在此國內人人皆有同等的權利，

但人有私欲，對人事物容易產生好惡之心，為求公平公正，統治者在行使賞善罰惡

之權力時，不分尊卑貴賤，都應當要徵求過半數的人民同意。385從《〈勸學篇〉書

後》可知，他們將民權定位為「人人平等」，以及「少數需服從多數之決定」，賞善

罰惡半數以上贊成方能成立，據此訂下一個看似公平合理的標準，386忽略了多數暴

力的可能性。 

另外針對張之洞認為民權與自由為翻譯謬誤的觀點，何啟、胡禮垣在《〈勸學

篇〉書後》提到： 

 

「里勃而特」譯為自由者，自日本始。雖未能盡西語之意，然以二字包括之，

亦可謂能舉其大。由「自由」二字而譯為「民權」者，此必中國學士大夫讀

日本所譯書者為之，其以「民權」二字譯「里勃而特」一語，吾無間然，獨

惜譯之者於中外之理未能參究其同，閱之者或至誤猜其意。387 

 

根據以上說法，民權一詞很可能是由日文對 liberty 的翻譯而來。日文的「自由」有

時翻自 freedom，有時譯自 liberty，前者指精神自由，後者為政治自由。西方的 liberty

是指人在法律上的定位，日本的知識份子將民權理解為法律上的自由，但中國的知

識份子在接收日本轉譯時產生了概念上的變異。388 王人博〈中國的民權話語〉一

文中如此解釋： 

 

法學意義上的「自由」指的是法律上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權」也

                                                      
385 同前註，頁 346。 
386 張禮恒：《何啟、胡禮垣評傳》，頁 292 
387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346。 
388 王人博：〈中國的民權話語〉，《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期（2002 年 9 月）。網址：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206050.pdf（搜尋日期：2019/06/15）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2060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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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理解為法律意義上的「自由」。嚴復把 rights 譯為「權利」，後又主張譯為

「民直」而與「民義」（obligation，又譯為「義務」）相對應。《東浙雜誌》

1904年第 4 期所刊「民權篇問答」稱：「權在西書者為 rights 五字，此五字

者，或譯為毅力，或譯為願力，或譯為心德，日本人概譯為權。」唐才常引

王韜語：「歐洲有議院，有國會，君民共治，一秉至公，所有法律，皆受成

國會，故其為法，以護人民權利為主。」楊度言及「民權」時亦說：「民若

皆知國者我之國，而君為民而設者也，則必於身命財產之權利各出其死力以

自保。」中國的知識者或許正是從日文的「法律自由」的意義上使用民權一

詞的。389 

 

中國古代典籍不存在「民權」一詞，「民權」是日本翻譯而來。民權在日本是

法律上的意義，在中國被轉化為政治性的概念，包含了分享皇權的政治要求。知識

份子特意用民權代替民主來表達政治訴求，消解民主顛覆君權的危險性，並為未來

的政治局面創造模糊的空間與彈性。390何啟、胡禮垣提到： 

 

民權者，其國之君仍世襲其位；民主者，其國之君由民選立，以幾年為

期。吾言民權者，謂欲使中國之君世代相承，踐天位於勿替，非民之國之謂

也。391 

 

中國的知識份子避開民主而談民權，並非是擁護君主制度，而是策略上的選擇。民

權做為政治上的詞彙，與君權必然產生緊張關係。例如梁啟超特別提出民權與民主

之區別，以君主立憲來安撫統治者，就是因為在中國封建傳統社會，民權是通過維

護現實君權的特權關係來獲得話語權的。梁啟超、何啟和胡禮垣將民權以「人人有

                                                      
389 王人博：〈中國的民權話語〉。 
390 同前註。 
391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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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之權」的含糊解釋來沖淡民權隱含反君權的特性。但此解中隱含的政治訴求、

民主制度難以潛藏。因此張之洞一針見血的指出民權對君權的威脅性。張之洞從議

會、議政、法律等方面具體釐清民權概念，而這正是民權鼓吹者想隱藏的。392張之

洞在《勸學篇．內篇．正權第六》大力批評民權之說，也是暗暗批評維新派設立議

院之主張不可行。使得梁啟超在〈上粵督李傅相書〉怒斥：「昔張相濤著勸學篇，

內有一篇，明曰正權。有天津通人某君論之曰：此書十年以後，雖燒為灰燼，天下

人猶將掩鼻。張氏模稜賤儒，不足道矣。」393直接表明對〈正權〉此篇的深惡痛絕。 

何啟、胡禮垣在《〈勸學篇〉書後》體現了維新派對於社會整體改革的構想與

方向。394對於變法他們所提出的具體策略為： 

 

中國宜變之法，何法哉？曰：君民隔絕，其法宜變；官府蒙蔽，其法宜

變；誣罔人才，其法宜變；商務無權，其法宜變；衙門刑訊，其法宜變；理

財失實，其法宜變；俸祿不稱，其法宜變。變隔絕則應設議員，變蒙蔽則應

行選舉，變誣罔則應行實學，變商務則應去官督，變刑訊則應設陪員，變理

財則應核進支，變俸則應行厚給，此所謂變法也。……已上各事則命脈也。

若命脈一變，則百病皆除。395 

 

文中句句皆對張之洞的主張反其道而行。但由前文可知，他們已經突破了中體西用

的範疇，擺脫洋務派從器物上改革的問題，提倡由制度層面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們

所提出的改革方式，涵蓋了議院制度、行政管理、司法、財經、教育等各方面。這

裡何啟、胡禮垣所提倡的議院，源自英國的制度。這裡的議院已非張之洞等洋務派

心中通達民情的諮詢機構，而是在三權分立下，能夠表達國家意志、體現國家主權

的立法機構。議員由民眾選舉，能代表人民意志，體現主權在民的原則。議院有制

                                                      
392 王人博：〈中國的民權話語〉。 
393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七（香港：廣智書局，1902 年），頁 113。 
394 張禮恒：《何啟、胡禮垣評傳》，頁 293。 
395 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後》，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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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令、確保政府施行法令的功能。除天子外，所有的官員、議員皆為民選，在議

員的選舉資格上，捨棄西方國家財產、出身的限制，而將規則訂為「讀書明理」者，

限定秀才、舉人、進士等知識份子，他們相信這些知識份子具備知識素養與良好德

行。396而知識分子的培養，有賴於新式學校的興辦。 

當時滿清政府雖然推行洋務教育，仿照西方國家的課程編排，但成果差強人意。

何啟、胡禮垣認為主因在於東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西方教育已是平民教育，滿清

政府所辦的新式教育仍然屬於菁英教育。要進入滿清政府創辦的高等學校都有嚴

格的入學要求，限制人數、要求出身，必須身為官員或具有舉人資格，這就阻攔了

一大批有志於西學的青年。維新派認為當時中國社會已急需大批西學人才，政府應

當廣泛設置新式學校，刻不容緩。397而滿清政府卻遲至 1905 年在張之洞等人聯名

上書後才廢除科舉，新式學校終於得以在社會上廣泛推行。 

 

二、社會影響 

1898 年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讀到《勸學篇》，大為讚賞，命令廣為刊行。

398《勸學篇》的新學內容被光緒皇帝所接受，批評民權等維新派的論點又使慈禧太

后滿意，故而《勸學篇》得以左右逢源。據估計刊印超過兩百萬冊。滿清政府始終

將《勸學篇》作為張之洞的一大功績。399 

1900 年《勸學篇》被翻譯為英文，更名為《中國唯一的希望》（China's Only 

Hope - An Appeal），400此書出版於戊戌政變之後，譯者 Samuel I. Woodbridge（1856–

1926）在譯者序介紹該書是張之洞有感於中日戰爭後清朝所面對的危機而寫，該書

備受清朝皇帝的讚賞，在中國國內預估刊行百萬本之多，也受到海外的肯定，除了

                                                      
396 張禮恒：《何啟、胡禮垣評傳》，頁 294-298。 
397 張禮恒：《何啟、胡禮垣評傳》，頁 322-327。 
398 戚其章：〈全面評價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文化觀〉，頁 57。 
399 馮天瑜：〈近代化方略之辯──《勸學篇》與《〈勸學篇〉書後》評析〉，頁 19。 
400 目前可找到的英譯本書名譯為：China's Only Hope - An Appeal，由 Samuel I. Woodbridge 翻

譯。此書目前可在 Internet Archive（網際網路檔案館）網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chinasonlyhopea00woodgoog/page/n24 上見到該書的電子掃描檔。（搜尋日

期：2019/06/03） 

 

https://archive.org/details/chinasonlyhopea00woodgoog/page/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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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之外還有耶穌會士將此書譯為法文出版。譯者稱讚此書是「尖銳且振奮人心，

嶄新且新鮮」（intense and exciting, and so new and fresh），並期待張之洞仍能在政

變後在政治上發揮影響力。401 

清末來華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在英譯本的推薦序中，先是

介紹張之洞是極為忠誠的愛國者，他清廉有為，致力於公共事務與慈善事業，可作

為清朝官員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所作出的貢獻，堪稱中國最偉大的人之一。《勸學

篇》出版以來，受到當地人與外國人士的廣泛討論，書中展現了張之洞對西方的認

識，他試圖要平衡中國與西方的學問，但不願意放棄三綱五常，堅持認為其他國家

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對張之洞而言，中國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任何信仰比得上孔

子。令楊格非感到特別的是張之洞引用了《聖經》裡的摩醯十戒來表現東西方倫理

觀的相似之處，他盛讚張之洞沒有因為擁護儒學而打擊基督教。張之洞維護儒學的

方法是使政府實施制度改革，而非攻擊其他宗教。 

除了讚賞之外，楊格非也提出兩點批評，第一，楊格非認為張之洞必須體悟到

積弱不振的儒學已經無法有效改革國家，身為基督教傳教士的楊格非認為只有基

督教才能拯救中國。第二，張之洞在書中強調即使中國不像西方一樣富足強大，但

百姓是幸福的，楊格非認為幸福的只有上層階級，就他的觀察，滿清政府也許自認

強大，可是中國的百姓是悲慘且痛苦的。 

總體而言，楊格非認為張之洞在書中對各領域的觸角之廣令人驚嘆，雖然書中

論述不夠盡善盡美，也有錯誤之處，但關照張之洞身處的國家脈絡下，其文理情有

可原。402 

另一方面，在國內光緒皇帝雖受到維新派影響主持戊戌變法，但其政策實未超

越《勸學篇》所設定之改革範圍。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頒布的一百多件詔令裡，

包括振興農工商業、造鐵路、開鐵礦、設學堂等，《勸學篇》裡皆有提到。又如廢

                                                      
401 Chang, Chih-tung, Translated By Samuel I. Woodbridge, “China's only hope: An Appeal” (Eding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901),p.5-8 
402 Chang, Chih-tung, Translated By Samuel I. Woodbridge, “China's only hope: An Appeal” (Eding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901),p.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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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八股文雖為康有為所主張，但仍需依賴張之洞等大臣的聯名上疏，提議改試策論，

而廢除八股文之見在《勸學篇》裡亦可見到。因此在積極推行西化的制度改革方面，

洋務派與維新派期待的方向是相近的。403可惜維新運動不久便宣告失敗，慈禧太后

代替光緒皇帝掌握大權。至八國聯軍後，1901 年滿清政府不得不做出更多改革措

施，不少重臣加入規劃改革的行列，張之洞也多有參與，包含整飭吏治、軍隊，振

興實業，推行新式教育。4041901 年滿清政府採納張之洞的建議，將科舉考試內容

改為第一場考中國政史，第二場考時務，即各國政治藝學策論，第三場考四書五經。

405這些改革內容與《勸學篇．外篇．變科舉第八》中的構想完全相同，4061903 年

第二階段計畫將科舉錄取名額逐年縮減，但改革的腳步仍太緩慢，為了加快人才的

代謝，1905 年袁世凱、張之洞等人聯名上書要求廢除科舉，慈禧太后終於下諭於

1906 年正式廢除科舉。至此，延續了 1300 多年之久的科舉制度正式畫上句點。407 

科舉制度廢除後，仿照西方的新式教育得以廣泛開展。1903 年張百熙與張之

洞、榮慶反覆修訂，終於擬定了《奏定學堂章程》，囊括各級學校、各種專業學堂

的章程，對學校體制、課程設計等都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奏定學堂章程》亦有部

分與《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中細則的架構相似，堪稱張之洞學問思想的具體

體現。408《奏定學堂章程》的頒訂與實施改變了原有的官學、私塾、書院等形式，

                                                      
403 戚其章：〈全面評價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文化觀〉，頁 55。 
404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 87-89。 
405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8 期

（2007 年 12 月），頁 106。 
406 「第一場試以中國史事、本朝政治論五道，此為中學經濟。……。二場試以時務策五道，專問

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官製、學校、財賦、兵制、商務等類，藝如格致、製

造、聲光化電等類，此為西學經濟。其雖解西法而支離狂怪，顯悖聖教者斥不取，…。三場試四

書文兩篇，五經文一篇，四書題禁纖巧者，合校三場均優者始中式發榜如額，如是則取入二場

者，必其博涉古今、明習內政者也。」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肖川評注：《勸學篇‧

勸學篇書後》，頁 167-168。 
407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243-245。 
408 1902 年張百熙擬定了《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

程》、《小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統稱《欽定學堂章程》，又稱「壬寅學制」。已具完整的學校

系統。1903 年所編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分二十冊，包括《大學堂附通儒院章程》、《高等學堂章

程》、《中學堂章程》、《高等小學堂章程》、《初等小學堂章程》、《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

《學務綱要》、《優級師範學堂章程》、《初級師範學堂章程》、《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高等農工

商實業學堂章程》、《中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譯學館章程》、

《進士館章程》、《各學堂管理通則》、《實業學堂通則》、《任用教員章程》、《各學堂考試章程》、

《各學堂獎勵章程》。錢曼倩、金林祥主編：《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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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著封建教育的瓦解，使學堂辦學走向正規，並沿用到 1911 年清朝滅亡，對後

世影響較大。依照《奏定學堂章程》開設的各種中小學，改變了新一代學子的知識

結構和思維方式，新的教育制度使士人逐漸轉型成近代社會的知識份子。辛亥革命

時期的許多重要人物也多是在新學堂裡吸收新學，受到啟蒙而走上革命道路。409 

張之洞《勸學篇》在國內受到保守派與統治者讚賞，雖不受維新派歡迎，何啟、

胡禮垣甚至著書逐章反駁《勸學篇》，但戊戌變法的改革方針卻不脫書中主張，變

法失敗後，張之洞在政治上，尤其是教育上的改革貢獻良多，改革策略大多符合《勸

學篇》中所設計的學問架構及其精神，於當時社會有巨大影響。 

 

第三節 中日知識份子追求的學問結構 

西方列強的入侵促使中日傳統社會崩解，救亡圖存的意識成為近代中日知識

體系中極為重要的精神。知識份子在國家危亡之際不得不接受西學，卻又可能因學

習西學而推翻傳統。此一時期的知識份子正處於學術的內外交迫，一方面是西學的

激盪，一方面是對傳統思想的質疑，中國與日本的知識份子在此一劇變中紛紛試圖

尋求最符合時代需求的學問典型。 

 

一、中日學問觀的轉變 

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也同時侵略本國的文化與精神，知識份子意識到傳統文

化的危機，同時進行反思，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學問也飽受質疑、批評，甚至獨尊

的地位不再，如何達到中西學問的平衡點是一大課題，中西文化思想的交融也成為

近代東亞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對待中西文明的態度上，中國的學術領域長期膠著於體用的論辯上。魏源曾

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重在學習西方技術，曾國藩則更進一步提出學習科學，

張之洞《勸學篇》中將原本洋務派學習西方技藝的主張擴大到政藝領域，救國之時，

                                                      
1996 年），頁 77-84、91-92。 
409 錢曼倩、金林祥主編：《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頁 1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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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尤急於藝，可見其西學思想已進入政治改革的領域，西方的制度也可在國內施行。

410維新派在思想上突破傳統的窠臼，提倡以新的文化主導，其特色就是學說融入西

方社會政治學說，例如進化論、平等、人權、民主等，他們大力提倡民權，試圖將

科學與民主結合作為新文化思想的核心，並運用科學與民主來抨擊專制制度。411甲

午戰爭後，維新派突破中體西用的框架，鼓吹變法改制，大力宣傳西方的進化論、

民權、議院等政治、社會學說，把西學的傳播從自然科學推進到社會科學的新階段。

但維新派打擊的始終是專制集權的制度，對於儒學仍是持擁護的態度。孔孟的權威

性在知識份子的心目中無可動搖，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儘管接納民權、平等等觀念，

仍要托古改制以合理化西方新穎的觀念。412 

在中國，多數儒者將儒學視作信仰，有如宗教一般。蘇輿匯編的《翼教叢編》

就是保守派維護儒學的集大成之作，蘇輿收集了數十篇反對維新派的儒者們的文

論彙集成冊來指責維新派的邪說。但根據本章第一節所述維新派的論點，可知即使

是主張偏向全盤西化的維新派也不認為必須將儒學完全推翻，維新派如何啟、胡禮

垣，康有為都試圖會通儒學思想與西方先進概念。維新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康有為，

有感於鴉片戰爭前後基督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遂認為基督教勢力是儒學傳播式

微的主因，因而提倡孔教，他認為儒學一旦成為宗教，便形成組織，組織化能使儒

學更加廣泛的傳播，抑制基督教的發展，如此方能挽救衰敗的世風。1898 年他撰

寫《孔子改制考》413並成立保國會，在《保國會章程》裡呼籲保國、保種、保教。

保國為保政權、保土地，保種為保人民自立，保教為保聖教，三者互為因果。414康

有為認為儒教的存在賦予了民族與國家的意義或特殊性。這亦是同時期諸多政治

人物的共識──保教將成為保國的動力。康有為此論點呼應了張之洞的保國、保教、

                                                      
410 戚其章：〈全面評價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文化觀〉，頁 54。 
411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期

（1978 年 06 月），頁 481-482。 
412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年），頁 315-316。 
413 《孔子改制考》始撰於 1892 年，1898 年正式刊行。 
414 干春松：《保教立國：康有為的現代方略》（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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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種三事一貫之說。415二人不同之處在於，張之洞將儒學倫常與滿清政府統治的合

法性連結起來，迴避保國與保政府之間還有其他可能性，使皇權穩固不破。416 

從上述可知，在晚清不論是保守派、洋務派，還是維新派都認同儒學在中國的

正統性，也同樣期待儒學在中國繼續維持神聖不可滅的地位。但他們對於儒學的認

識有所分歧，進而影響到政治領域的主張。進入近代以後科舉廢除，儒學無法再實

現士人抱負，亦無法滿足士人的思想需求，加上日本明治維新全盤西化大為成功之

後，國力漸趨鼎盛，中國的士人們開始考慮放棄儒學，尋找其他先進的思想武器，

甚至步上反對儒學的道路。 

另一方面，日本與西方的接觸早於中國，1543 年火銃傳入，1549 年西班牙傳

教士進入日本，二者分別代表了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開始進入並影響日本

社會。德川鎖國時期蘭學逐漸發展，幕末開港之後，英國、法國的學術思想進入日

本，蘭學也隨之擴大為洋學問，洋學成功的一步步取代了日本舊有學問的地位，被

賦予啟蒙的意義。417到幕末時期，洋學已有初步的發展。 

隨著西學知識的積累，部分日本人意識到和學與漢學已無法對現實社會有所

幫助，西方的先進文明更吸引他們的目光，418德川中後期「脫儒」代表人物如海保

青陵、杉田玄白都對儒學提出質疑與批判，杉田玄白的弟子大槻玄則所作《蘭學階

梯》洋洋灑灑列出西學學問之廣，提醒國人除了中國以外有更多值得學習效法的西

方學問。福澤諭吉作為日本近代的思想啟蒙者，將儒學視為空虛之學，指出東方學

說大多缺乏實證，相較之下，西學既實用又能培養人的獨立心。419韓東育在〈兩種

「實學」的相遇與幕末明治期的「脫亞」行程〉說明了當時日本學者貶低中國或儒

學以襯托西學的此種現象： 

 

                                                      
415 同前註，頁 44-48。 
416 胡朝陽選編：《清代中後期儒者的儒教意識》，頁 13。 
417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研究》，頁 345-

347。 
418 依田熹家著，卞立強等譯：《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頁 33、35。 
419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研究》，頁 357-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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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和思想家們在談到蘭學洋學之長處時，都一定要把傳自中國的學術背

景當作鋪墊，彷彿沒有中華學術的落後，就無法反襯出他們覺悟的意義和價

值。重要的是，這種實業界的相關輿論，與江戶時代思想界一以貫之的「道

統」自立傾向逐漸走向疊合，並開始以更具說服力的輿論將這一趨勢推向後

來人們所能看到的邏輯終點。……。在璧合了「去中國化」傳統輿論和實業

界實學轉向輿論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幕末明治期間相關言行，卻實現了近世

以來所有相關輿論都無法企及的極端。420 

 

洋學者透過與儒學比較，來展現西學的優越之處，加上德川時代有學者開始關

注日本自身文化，研究古典文學，如《古事記》、《日本書記》等，遂有學者主張排

除儒學與佛教等外來文化，純粹關注日本上古的思想與典籍，使之成為日本國學，

本居宣長即是集大成者。421德川時代開始對儒學的質疑以及明治政府對西學的歡

迎，兩相結合，儒學與中國就成為攻訐的目標，與處於東亞文化圈中心的中國不同，

日本能夠很快的將儒學文化替換為西方文化，一步步走向「脫儒」的道路。422德川

幕府大政奉還後，明治政府屏棄儒學，全盤西化的方針極為明確，明治五年頒定的

新學制雖提倡實學，但屢屢為民權運動所苦的明治政府，隨後卻將教育方針一轉，

重拾儒學的倫理道德。鹿野政直認為明治政府以復活儒學來應對越漸高漲的民權

運動，最後將儒學與國家主義結合，在明治 23 年（1890）頒訂了「教育敕語（教

育勅語／教育ニ関スル勅語）」。423其內容與福澤諭吉在《勸學》中的期待背道而馳。

「教育敕語」424出現了儒學的專有名詞與觀念，例如「盡忠克孝（克ク忠ニ克ク

                                                      
420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研究》，頁 356-

357。 
421 依田熹家：《日本通史》，頁 170、193。 
422 依田熹家著，卞立強等譯：《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年），

頁 203。 
423 鹿野政直：《福沢諭吉》，頁 50-51。 
424 全文：「朕惟フニ我力皇祖皇宗國ヲ肇ムルコト宏遠ニ徳ヲ樹ツルコト深厚ナリ我力臣民克ク

忠ニ克ク孝ニ億兆心ヲ一ニシテ世々厥ノ美ヲ済セルハ此レ我力國體ノ精華ニシテ教育ノ淵源亦

實ニ此ニ存ス爾臣民父母ニ孝ニ兄弟ニ友ニ夫婦相和シ朋友相信シ恭倹己レヲ持シ博愛衆ニ及ホ

シ学ヲ修メ業ヲ習ヒ以テ智能ヲ啓發シ徳器ヲ成就シ進テ公益ヲ廣メ世務ヲ開キ常ニ國憲ヲ重シ

國法ニ遵ヒ一旦緩急アレハ義勇公ニ奉シ以テ天壌無窮ノ皇運ヲ扶翼スヘシ是ノ如キハ獨り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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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友愛，夫婦和諧，對朋友誠信。（父母ニ孝ニ兄弟ニ友

ニ夫婦相和シ朋友相信シ）」。425明治政府將忠孝作為核心德目，五倫作為具體德目，

強調百姓為天皇的「臣民」，應當向天皇盡忠。為了使人民無條件的信服天皇，政

府將傳統的儒學思想經過篩選，保留忠、孝觀與修身、齊家的規訓，用以培養忠君

愛國的情懷，426然而明治政府利用儒學作為統治工具之一，似乎又返回專制集權的

窠臼。對於此一矛盾，李永熾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如此說明： 

 

日本幕末時期的民族主義運動、明治十年以前中央集權制的建立、明治

十年後中央集權天皇制的加強、重編，都是出於危機感的反應。伴隨此反應

而來的，就是國權的擴展。尤其明治十年以後，國內體制逐漸完備，自由民

權運動日趨激烈，向亞洲拓展的要求漸趨明顯。在這種形勢下，遂產生兩股

對外發展的顯流：一是明治政府本身，由於民權派的壓迫，加上甲申事變的

鼓動，態度由消極轉為積極，帝國主義的侵略意識成熟，……另一支是自由

民權運動，自由民權運動在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受挫後，由於挫折感與

絕望感的交迫，乃將對內的熱力，轉為對外的侵略，以國權主義作為理論根

據。這種民權與國權矛盾的統一化，可說是日本是思想的悲劇表徵。427 

 

日本國內自由民權運動方興未艾，使明治政府備感困擾，幸而甲午戰爭的勝利給了

政府莫大的信心，彰顯了明治維新的成功。於是明治政府試著將國內的壓力轉向海

                                                      
忠良ノ臣民タルノミナラス又以テ爾祖先遺風ヲ顯彰スルニ足ラン 

 斯ノ道ハ實ニ我力皇祖皇宗ノ遺訓ニシテ子孫臣民ノ倶ニ遵守スヘキ所之ヲ古今ニ通シテ謬ラ

ス之ヲ中外ニ施シテ悖ラス朕爾臣民ト倶ニ拳々服膺シテ咸其徳ヲ一ニセンコトヲ庶幾フ」原文

參考文部科學省網站〈教育ニ關スル勅語（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網址：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936.htm（搜尋日期：2019/06/12）。国

立公文書館網站也有〈徳教ニ関スル勅諭ヲ宣布セラル〉公文資料掃瞄檔，網址：

http://www.archives.go.jp/ayumi/kobetsu/m23_1890_02.html（搜尋日期：2019/06/12） 
425 可見於《論語‧為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與《孟子‧滕文公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68、304。 
426 李永熾：《日本近代史研究》，頁 9。 
427 同前註，頁 9-10。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936.htm
http://www.archives.go.jp/ayumi/kobetsu/m23_1890_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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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運用忠孝與五倫來塑造理想的日本臣民，也讓知識份子關注的焦點由民權轉向

國權，使得日本的國權越加伸張。 

 

二、知識分子的角色 

中西學問交會之際，知識分子雖然開始認識到西學的重要，但每一個士人接受

西學的程度不盡相同，大體而言，他們是在傳統的根基上積極的、選擇性的接收西

學，形成東西合璧的知識結構。 

中國在簽訂《辛丑條約》之後，滿清政府只能受到西方列強擺布，民間各地遂

掀起革命。對知識份子而言，當時最大的困境就是皇權體制運行失靈，傳統的民本

思想無效，人民對國家漠不關心，君王對人民缺乏責任，身為君王與人民的重要紐

帶──官僚階層卻守舊迂腐。三者層層隔閡，導致政府效率低下，反應遲鈍。這使

得知識份子對於中央集權的政府心懷不滿，部分知識份子在救亡圖存的旗幟下，開

始通過學堂、報刊、學會等組織集結起來，尤其透過學會來宣傳思想主張和創立新

組織，這些行為都是封建社會中的士大夫無法做到的。張灝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

轉型時代〉提到，傳統士人對於本國的文化認同較高，有繼承道統的使命感，但吸

收西學的知識份子會徘徊於兩種文化之間，帶有猶豫、矛盾性。尤其清末知識份子

越是接受西學的知識結構，對傳統的認同感也會越漸降低，也因此在社會上更加感

到痛苦與失落。在邁入現代化之際，原本的傳統思想與社會結構一夕崩塌。這些新

型的知識份子與保守的士大夫對立衝突，勢同水火，也讓具有學識的這一階級的人

民走向分化。新型知識份子難以像傳統士人一樣透過科舉躋身官僚，借助國家來實

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漸邊緣化，對現狀感到失落，他們有的

轉向商業，甚至革命，成為舊制度的背叛者與終結者。428而這些新的知識伴隨著傳

統封建社會結構的解體，對傳統學術文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使中國走上反傳統

的極端道路。 

                                                      
428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 52 期（1999 年 4 月），頁 29-39。頁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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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漢學者不像中國的士大夫可以依靠科舉出仕，漢學者並不是一個職業

或階級，而僅僅只是一項專長，他們處於武士、農夫、商人等階級之外，因為精通

古典漢語，漢學者可以成為教師或儒醫，或侍奉武家、或在藩校講授課程，甚至是

成為將軍、大名身邊的「御用儒者」，但即使能夠侍奉將軍、大名，漢學者也未必

能參與政治，對這些上層階級而言，漢學者只是了解古史先賢之事的管道罷了。當

時甚至認為武家過於喜好儒學會對將來發展有礙，儒學與政治可說是被社會環境

區分開來，儒學不具有功利性，也不具備神聖性，能夠影響政治局面的漢學者寥寥

無幾。429後來明治政府成立，西學成為主流，福澤諭吉提倡洋學者應當在野以監督

政府為己任，洋學者雖然對政府有所批評，但期待國家文明開化的目標與政府一致，

後來因應民權運動，明治政府預告開設議會，又一邊重建天皇制，教育人民必須向

天皇忠誠，並透過向外征伐轉移國內焦點，知識份子趨向支持向外發揚國權，日本

國權無限擴張的結果，便是走向侵略的道路。430 

  

                                                      
429 渡邊浩著，區建英譯：《東亞的王權與思想》，頁 72-73、95-99。 
430 李永熾：《日本近代史研究》，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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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二書出版差距不到二十年，都以「學」

為主體，意在構成知識的信念體系。本文試著將此二項結合，從二人認為應該如何

構築適合當世的學問，以及推廣他們所認為身為知識分子必要的學問，即為他們的

學問觀。 

本篇論文試圖探究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中的學問觀內涵，二

人都以勸導、教育讀者為目標，論述在西學東來的思想浪潮下，應當如何因應？如

何面對？本文就此二書提出三個問題： 

1.書名同為「勸學」，時代相近，堪為近代日本與中國代表人物的福澤諭吉與

張之洞在本國的脈絡下，對東西方學問是如何做出取捨？他們所嚮往的學問典型

為何？  

2.歷來研究多關注在二人對於近代化思想，如：人權的看法，前人研究往往一

面倒批評張之洞，盛讚福澤諭吉，是否略嫌偏頗？因此期能再作釐清。 

3.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對當時社會產生何種影響？ 

據此，本文第一章先概述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第二章以福澤諭吉《勸學》與張

之洞《勸學篇》的成書背景為題，分別介紹二人在該國社會與學術脈絡下，面對舊

學與新學的激烈碰撞，試圖扮演領導學問思潮的角色。第三章探索二人書中的學問

觀，包括他們對舊學的看法，以及對於學問的理念與目的，並釐清二人對平等、人

權等近代化思想的看法。第四章探討當時時人對該書的回應，以及在社會上引起的

現象。最後，以本章回顧前述課題的成果，試著提出綜合性的結論。 

 

一、二人對於中西學問的應對之道 

西學挾帶強大的物質文明進入東方，閉關鎖國的中國與日本竟無法與之抗衡，

在此嚴峻環境下，福澤諭吉與張之洞為了維護國家主權獨立，與歐美抗衡，他們的

答案不約而同便是「勸學」。二人目的相同，都在為了維護國權而提出改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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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寫作的目標讀者略有差異，福澤諭吉提筆寫作時已是明治時代，四民平等，政

府施政也欲效法西方，因此他的目標讀者便是所有日本國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張

之洞書寫時中國仍是專制集權的滿清王朝，能對政治產生影響的莫過於皇帝、皇太

后，以及官員，因此張之洞的目標讀者便是統治者與士大夫階級。 

從時代背景來看，張之洞對西學多有涉獵，但終其一生沒有踏出國門，未能親

眼見到西方文明的成果，也限制了他的想像與眼界。在對傳統儒學難以割捨的前提

下，只能擷取明確可見到成效的西方器物、制度等文明，在書中提出中體西用之說。

福澤諭吉到訪歐美三次，親眼目睹西方文明的繁榮與進步，發覺封建社會的日本相

形見絀，巨大的差異讓他提出較為激烈的反思，也觀察到思想革新的必要，因此書

中以西學為典範，排斥空泛不切實際的和學與漢學。 

二人的相同之處在於福澤諭吉與張之洞都認為學問必須與時俱進，有所調整，

他們在書中都有批評舊學的缺失以及將西學納入本國學問體系。福澤諭吉並非全

然鄙棄舊學，他仍承認舊學的價值，只是今非昔比，就當前局勢而言，西學顯然比

起和學、漢學對於日本整體的提升更有幫助。福澤諭吉所批評的並非孔、孟或儒學

經典文獻，而是封建制度以及思維僵化的學者。他在《勸學》中批評的是政治化的，

以儒學理論為基石的封建意識形態，批評的部分也多是與政治相關，在修身方面還

是會適時地引用《論語》、《孟子》中的語句或概念。他駁斥儒學，大多是為了使本

國學問體系讓出位置給予西學，並藉著儒學來提高西學的地位。福澤諭吉看似主張

全盤西化，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有所區別，但在對待西方文明上，福澤諭吉仍有提

到西化並非全盤嫁接西方文明，國民必須有獨立心、批判力，對西方文明要有所選

擇。這與張之洞不願意全然拋棄儒學有類似之處。二人都不拋棄國家的主體性，因

此他們都想要舍短取長，不盲從西學。張之洞主張保存儒學道統，但也斥責守舊派

故步自封，只知寫注疏、談性理，不顧國家安危，是儒學的罪人。他主張當代儒學

的學習方法應當從先博後約轉向守約施博之說，此說顯見他要將學問的範圍畫出

一席之地給予西學。張之洞在《勸學篇》以中體西用試圖折中保守派與維新派的理

念，以中體來使保守派仍能獨尊儒學，以西用來使維新派有操作空間。福澤諭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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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都領悟到本國學問領域勢必加入西學，因此在書中也將西學納入本國的學

問體系之中。張之洞將中學與西學劃定界線，以中學為基準塑造人民倫理道德，福

澤諭吉以西學為先，以西方標準塑造日本國民。 

另一相同之處在於二人學問觀都包含實學，但對實學認定的範圍有差別；二人

皆重視西學的制度與理論，但對優先次序與劃定範圍的看法不同。儒學發源自中國，

歷代以來知識份子皆以儒學為宗，難以捨棄，若將儒學思想置於至高點不容懷疑，

將使得儒學沒有改善空間，也限制了知識份子思想發展，如何劃分西學與儒學的界

線就顯得特別困難。另一方面，儒學對日本而言則是外來學問，故可畫出空間讓與

西學。張之洞以儒學為主體，故學習順序上儒學優先於西學，福澤諭吉以西方脈絡

下的「一身獨立」此標準來判斷西學更為實用，順序上應以西學為先。因此福澤諭

吉是依照西方脈絡來提倡西方文明思想，以西方標準來關照一切。張之洞則是依循

儒家脈絡來揀選適合的西方思想，他認為儒學有與西學會通之處，且精神文明高於

西學。福澤諭吉從近代國家的原理來談論近代化，張之洞還留在中國傳統脈絡中，

缺乏近代國家的觀念，因此二人對於民權、平等、國權等觀念分歧較大。 

福澤諭吉在近代人權、國家概念與平等的脈絡下主張平等自由，反對以儒學束

縛人心的封建專制。福澤諭吉排斥儒學的以德服人、放棄期待聖人賢君，以西方的

政治制度為標準，提倡政府與人民應為契約關係，排除了道德教化的可能。他主張

政府與人民各司其職，各取所需，如此就能官民平衡。他所認為的人權是獨立平等，

亦即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力，並非與政府對抗的權力。若對政府不滿也不可造成社會

混亂，民權不是分享國家的權力，而是對國家負責任，卻忽略了若國家施行暴政，

人民應如何面對。因此他的思想還是未能完全脫離傳統思維，即人民應當成為支持

政府的力量、擁護政府。福澤諭吉認為一身之獨立進而一國獨立，國家獨立就能與

其他國家比肩進而達到平等，因此將求得平等的責任平均分攤在全國人民身上，但

仍處於封建制度的中國等同放棄西方脈絡下的人權與平等，故無法與各國平等。 

張之洞則擁護三綱五常，他作為儒生又是國家重臣，一方面要衛道另一方面要

尊王，以免中國現有的政治社會秩序與文化價值受到危害。他從實際層面談論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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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據他觀察在西方男女並非真正平等，國際之間只有國家強大才能真正與

他國平等。而國家要強大，人民必須服從國家，效忠國家，人盡其才，才能使國家

富強。張之洞在《勸學篇》中雖談到倫理道德是東西方所共通，但三綱五常是儒學

優越於西學之處，也是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社會穩固的基礎，累世不可改變。張之洞

身為朝臣，他認為西方所謂的民權在中國並無禁止，但維新派所提倡的民權其內涵

卻冒犯到皇權，他擔憂會有愚民伺機犯上作亂，引來外國窺視。 

張之洞雖身為儒者，卻不期待人民有自主發揮的善性，福澤諭吉雖排斥儒學，

但從他對人民獨立自主的期許來看，卻是對人民趨向善更有信心。張之洞認為人民

必須由政府管束，將政府與人民區隔開來，福澤諭吉期待全國上下一心，所以學者

要留在民間。張之洞只要人民忠心順服，相信政府，福澤諭吉期待人民獨立自主，

不倚靠政府。但二人最終目的都希望藉此保住國權，使國家獨立不受侵擾威脅。 

由二人的論述可知，張之洞著重現實面，觀察實際局勢，從實務上去抉擇下一

步，他以當時社會現況引導社會進步，期待國家能在穩定中改革成長。福澤諭吉偏

向從理論上去實踐，以西方現況來指導日本國民，期待使國家盡快達到文明開化。

福澤諭吉力推實學，與當時明治政府的施政方針相近，然而在推行西化之後，爭取

民權的呼聲高漲，明治政府卻重拾儒學中的忠孝、五倫等道德條目來教育人民。這

恐怕是福澤諭吉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張之洞將儒學作為本國的特殊性，表示不

可改換，儒學的正統地位無可動搖，他認為若全盤西化，本國的不可取代性將會消

失，等於將文化掏空，因此希望所有士人，即使是學習西學的知識份子，都不應違

背儒學。但儒學無法挽救每況愈下的國勢，中國的知識份子態度轉趨激烈，最後推

翻滿清，建立嶄新的政權，走向全盤西化的道路。 

 

二、二人對於社會的期待 

近代中國與日本在西學衝擊下，知識分子不得不在思想上有所改變。張之洞與

福澤諭吉試著將傳統經典或思想進行改革以回應時代需求，同名卻異構的「勸學」

對當時的社會產生影響，福澤諭吉嶄新的觀點對甫脫離封建制度沒多久的社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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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較為刺激，因此引發爭論，但總體而言，福澤諭吉的觀點確實達到廣泛傳播的目

的，甚至影響到政府的學制訂定。張之洞權衡中西的觀點也頗受時人好評，海外甚

至有出版譯本，但中庸的立場仍引來維新派的批評。然而即使受到批評，他與維新

派改革的方向卻是類似的，戊戌變法雖由維新派主導，但改革不脫《勸學篇》的內

容，政變之後，張之洞加入改制科舉的行列，實踐了《勸學》書中的思想。 

福澤諭吉提倡民權、平等、獨立等西方文明思想，他所批判的並非是儒學思想

本身，而是被封建體制所運用的意識形態。他大力抨擊封建制度是如何的束縛人心，

並引用不少儒學經典的句子，呈現禮教的荒謬之處。福澤諭吉極其厭惡封建社會的

風氣，官尊民卑，男尊女卑的日常壓抑著人民的發展，使得國家無法進步，因此福

澤諭吉將儒學作為封建制度的標靶，藉以凸顯西方思想的先進與可貴。 

張之洞身為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儒學是神聖不可取代的傳統，儒學形塑了中

國每一個士人的思想模式，拋棄儒學等同刨去根基。張之洞雖然斥責民權之說，但

也試圖以儒學經典會通西方文明，張之洞並非不懂民權，他透徹的了解到民權最終

勢必威脅皇權，三綱五常是社會的倫理，也是長久以來維持社會的定理，幡然改動

或將引起人民恐慌。身為官員，他以穩定社會秩序為第一要務，因此屏棄人權之說，

堅守三綱五常的倫理。前人研究多未發覺此一層面，僅僅是將張之洞貼上迂腐的標

籤，但若張之洞為迂腐之人，斷然不會提出西用之說，在當時社會環境下，張之洞

顯然策畫出了相對穩健的方案。 

二人都期待知識份子成為文明的推動者。福澤諭吉期待知識份子不要從政，留

在民間作為人民表率，興辦實業，原因在於福澤諭吉發現知識份子過去都是倚賴政

府創辦事業或乾脆進入官場，但最終對於國力之充實沒有顯著效果，所以他提議洋

學者應當留在民間興辦實業，讓人才不要只集中在政府，而能到民間做事。他期待

的是平民學者帶領風潮，使文明在民間擴散開來。張之洞也期待由知識份子做為表

率，但在中國傳統理想中，知識份子進入政府才能施展抱負，為國效力，因此他認

為日後若有議院，議員也必須是學堂出身的士人才行。張之洞身為國家重臣，依據

他對百姓的觀察與理解，他認為實業仍要倚賴政府來主導，如此人民才有依循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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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也不會發生邪門歪道的作法。張之洞希望政府能制定政策，由政府進行改革。 

有趣的是，日本幕末最主要的知識份子由武士組成，他們推倒幕府建立政府，

由於明治政府的西化方針，日本的近代化是由政府推行而成，近似於張之洞期待由

政府領導人民邁向文明開化的理想。中國滿清政府被人民推翻，近代化反而是由知

識份子起而倡導的劇烈變動，政治、文化都迅速邁向西化的道路，近似於福澤的期

待。福澤諭吉與張之洞在面對相似的國家困境時，二人所提出的近代化學問結構之

理想型態，在經歷與政治權力的互動之後，似乎讓國家走向彼此交錯的道路。 

本研究尚只針對二人「勸學」一書作探討，未能觀照二人全部著作以及綜觀全

局，再加上為使兩者能綜合比較，學問觀較偏向儒學，二人的西學觀是可以再挖掘

之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前人較為固定的概念、或淺嘗即止的比較，進

行較深入的探索，試圖更動過往對張之洞與福澤諭吉的既定思維，以及在資訊更新

迅速的現代，關照過往福澤諭吉與張之洞對於新知的取捨以及後續影響，期能以此

作為一可供參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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