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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門日本漢學參訪紀要

葉國良等

一、前言（葉國良）

屬於中文學門的大學系所及研究單位，儘管在其領域內已有頗多的國際交流

活動，但過去未曾針對某一主題組團赴外國參訪，因而對各國的研究條件與動向

缺乏相對完整的觀察。因此當人文處示意召集人葉國良教授推動第一次組團參訪

工作時，葉教授即徵詢學界友朋的意見，最後決定第一次以日本漢學為考察之主

題。

行前開過三次會議，逐步形成團隊，確定參訪目標，時間為 96 年 4 月 1 日

至 10 日，乃日本大學未開始正式上課之前，以利交流，團員中除中文學門承辦

人何醇麗小姐隨行以備日本學界徵詢國科會動態外，均分配有具體任務，包括考

察重點及擔任分項報告起草人。

以下略依任務區分提出報告，執筆人分別為：團長臺大中文系葉國良（前言、

行程及具體任務與成果、結語），清大中文系楊儒賓（日本著名大學的漢學資源），

臺大日文系徐興慶、朱秋而（日本漢學卓越計畫 COE 概況），中研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廖肇亨（當前中日漢學交流概況）。

二、行程及具體任務與成果（葉國良）

行前會議確定此行將參訪日本最重要之漢學重鎮，依行程先後依序為：東北

大學、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二松學舍大學、京都大學、關西大學、大阪大學、

九州大學。除了拜會重要學者、參觀漢學機構，撰寫日本漢學研究動態之報告外，

將具體為臺灣學界提出各種邀請，包括：為 97 年 3 月臺大文學院主辦之「第五

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邀約講員，為 97 年 7 月清大文學院主辦之「中國

傳統自然觀之再考察（題目暫定）」邀約講員，為臺灣學界邀約重要及著名學者

來大學及研究機構演講或客座。另外，團員在行前曾經商議：有鑒於日本漢學界

或面臨萎縮之窘境，或致力於尋求盟友之情況，本團將提出臺灣、日本漢學界合

組論壇之建議，供日本學界思考其可能性。

四月一日本團出發，飛抵仙臺。翌日參訪東北大學，文學部部長及中國語學

花登正宏教授率包含退休著名教授中嶋隆藏在內的十餘名教授與本團座談，誠摯

熱情，隨後午餐招待、參觀圖書館珍藏。晚間搭新幹線抵東京。

四月三日上午訪問東京大學，承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川原秀城、小島毅、大西

克也等教授接見並共進午膳，團員藉此了解小島毅主持之超大型 COE 案，膳後

參觀圖籍。下午拜訪早稻田大學，由稻畑耕一郎、內山精也、岡崎由美等教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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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始則陌生，終則受我方誠意感動。晚間我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葉清發組長設

宴招待。

四月四日訪二松學舍大學，佐藤保理事長（前御茶水女子大學校長）、今西

幹夫校長率 COE 成員包含戶川芳郎在內的十餘名教授盛大接待，座談、贈書、

餐敘之餘，與葉教授達成合辦「第五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協議。團員

於參觀新建校舍後搭新幹線轉赴京都。

京都正值櫻花盛開，團員皆極興奮，而京大教授群尤盛意感人。四月五日上

午先參觀京大珍藏圖籍，隨後文學部中文、中哲、中史、日本文學教授川合康三、

池田秀三、平田昌司等七八人及京都女子大學愛甲弘志、京都府立大學小松謙等

於白沙村莊盛宴款待，利用席間交換意見。下午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參訪，所

長金文京率研究員數名與我方座談後，參訪圖籍，晚間於祇園設宴，盡歡而散。

四月六日訪關西大學，松浦章教授暨文學部教授十餘名接見座談，中午河田

悌一校長設宴招待，河田校長中文流利，關西大學與臺灣大學又有締約關係，故

與葉教授相談甚歡。午餐後，參觀圖書館。隨即赴大阪大學，拜訪文學部天野文

雄部長及淺見洋二教授，一為臺大文學院甫與該院簽定交流協定，葉教授前往致

意，一為大阪大學亦為漢學重鎮，此次拜訪時間雖短，卻有具體收穫。

四月七日、八日為週末、週日，無法拜會，團員各進行賞櫻、參觀名勝等活

動，八日晚間搭新幹縣抵福岡。

九日參訪九州大學，中哲教授柴田篤接見並介紹該校研究史及帶領參觀珍藏

圖籍。本團具體任務至此結束，翌日早晨飛返國門。

總結此次之具體成果，計爭取合辦大型國際研討會一件，邀約「第五屆日本

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講員獲同意者八人，邀約「中國傳統自然觀之再考察」講

員獲同意者三人，同意赴臺大演講者有校長級二人、文學部部長級一人、著名教

授二人，有意赴清大客座者一人，而邀約我方團員赴日參加研討會者亦有二起，

成果可謂不惡。尤其令團員感到欣慰的是日本方面充分感受到臺灣方面的活力與

企圖心，並報以極大的熱情，使大家都覺得不虛此行。

三、日本著名大學的漢學資源（楊儒賓）

國科會中文學門此次參訪日本，楊儒賓除受命邀請日本學者參與明年 7 月舉

辦的國際會議外，另擔任觀察各校珍藏圖書文物之事。由於來去匆匆，加上時短

事繁，考察難免不周。然而，一趟下來，仍可發現頗值得參考之處。僅就參觀珍

貴圖書所得印象，報告如次。

四月二日拜訪東北大學。東北大學為舊日本帝國大學之一，也是日本有數的

漢學重鎮。東北大學極重視臺灣團，擺出來的陣仗很壯觀。東北大學歷史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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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期間又沒有受到「米軍」轟炸，貴重圖書因此免於一劫。此校圖書館蒐羅和漢

珍本頗可觀，含宋元版本、天平寫經、名家稿本等，共達七百八十一項，其中還

有國寶級的抄本兩種。但東北大學最著名的收藏當是狩野文庫與漱石文庫。狩野

文庫搜羅漢學京都學派創始者狩野直喜的圖書極夥，目前仍未整理完畢。夏目漱

石是日本現代文壇祭酒，其地位據說如同莎士比亞之於英國。文庫中收有漱石留

英時期的筆記，其中即有批校莎士比亞劇本的手稿，由此可見夏目漱石之自信。

狩野為京都大學學者，夏目漱石為東京大學出身，但兩人的收藏竟不在母校，反

而先後入藏東北大學，亦屬奇緣。

四月三日上午到東京大學拜訪，東京大學的東洋文庫由於正在整修，無從參

觀，我們只能看看中哲部門的藏書。這些藏書重實用性，其史料價值較為一般。

下午到早稻田大學拜訪，早稻田珍藏珍貴史料頗多，十年前，楊儒賓曾在該校見

到孫中山、康有為寫給大隈重信的手函。由於內容特殊，印象極為深刻。早稻田

大學前幾年收藏了澤田瑞穗的藏品。澤田瑞穗收藏文獻，不重珍貴版本，而重與

市民風情相關之物。此昔日收藏家所不屑者，今竟多成偏方秘笈。該校因此一躍

而為近現代中國社會史料的重要收藏機構。由於參訪團座談完畢，時間已晚，無

法參觀該校藏書，是為一憾。

四月四日到二松學舍大學訪問，二松學舍為日本著名的老大學，以漢學著

名，陽明學尤其受到重視，目前該校仍繼續發行《陽明學》此一刊物。該校此一

傳統和建校者三島中洲有關，三島中洲為幕末明治時期著名學者，國師級人物（大

正天皇的老師），在學脈上可算是王學一系。該校收藏不少地方性文人的詩文集，

一盒一盒，頗有可觀。「大學資料展示室」搜羅不少該校的歷史文物，包含三島

中洲以及曾在該校念過書的夏目漱石的文稿。此外，該校以陽明學著稱於世，因

此，展覽室中還搜集從中江藤樹以下，一系列的日本陽明學者的書法。書者，如

也，觀其書，自然會想見其為人。此校最近以「日本漢學研究之世界據點」主題，

得到日本文部科學省的 COE 計畫。如何在現代世界中展現漢學的智慧，該校領

導階層正苦思竭慮中。

四月五日到京都大學參訪，上午先到京都大學圖書館貴重文書資料室參觀，

京大不愧為世界東洋學研究方面之白眉，各分科的圖書館及博物館不少。貴重文

書資料室的漢籍及漢籍抄本很多，清家文庫收藏的清原家秘本尤其珍貴。清原家

代代為天皇的侍讀，其訓讀方式自成一格。而劉炫《孝經述義》等抄本為天壤間

孤本，其珍貴可知。參訪團一行借了三本《永樂大典》以及兩本列為重要文化財

的抄本觀覽，嗟歎不已。中午與中文、中哲、中語、日本文學方面的學者在白沙

村莊聚餐討論交流事宜。白沙村莊為日本近代畫壇巨匠橋本關雪的別墅，庭園極

幽。京大學者之盛意，真不知該何以回報。下午到該校人文科學研究所參訪，所

長金文京教授為臺灣友人，其熱情款待，自不在話下。人文研究所圖書又是京大

漢籍的一大寶庫，宋元版雖不多，然明清版不少。該所圖書以清末民初藏書家陶

湘藏書兩萬八千冊為基礎，現已發展至五十三萬冊，其中有十種和漢學相關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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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文庫，另有清末民初各種考古資料及拓片，學術資源極豐富。該所頗有歷史，

設所因緣乃因日本外務省捐出部分庚子賠款而成立，過程與清華大學類似，不可

不記。

四月六日到關西大學參訪，該校是歷史悠久的私立大學，校長河田悌一教授

曾師事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對臺灣同道組團來訪，招待頗熱情。關西大學

圖書館搜羅漢籍之富，遠超出原先的預期。京都大學漢學另一位奠基者內藤湖南

的藏書、手稿即大量集中於此校，該校圖書館還為此發行了內藤文庫的光碟以及

各種宣傳手冊，以求充分利用此資料。除了內藤湖南外，圖書館學名家長澤規矩

也、日本文學名家中村幸彥、近代中國文學名家增田涉等人的藏書也先後入藏，

並以文庫的面目出現。除漢籍資料之多出乎意料之外，該校圖書館還有許多有趣

的典藏，比如：J.S.Mill 的手札等。看過該校的圖書館後，沒有人敢懷疑該校的

學術實力。

四月六日下午到大阪大學參觀，因為時間倉促，此行較接近禮貌拜會性質，

但該校淺見洋二教授仍帶領我們參觀了懷德堂舊藏圖書。十八世紀初期，大阪商

人在現在大阪市的市中心建立了一座以儒學為中心的學園懷德堂，該校出現過中

井竹山、中井履軒、富永仲基、片山蟠桃等大儒，影響關西地區學風甚鉅。這種

「町人興學」而得大成的例子在儒學史上並不多見，值得大書特書。懷德堂進入

現代後，幾經滄桑，但該校圖書館現仍藏有三萬六千冊舊日懷德堂藏書。淺見洋

二教授帶領我們進入書庫時，除見到江戶早中期的圖書、寫本、手稿外，也看到

了不少的漢籍，其中也有民初的文物。可見懷德堂中心後來對漢籍仍續有收集，

它已變成該校的貴重資料中心。

最後一站是九州大學，楊儒賓幾年前曾到九大訪問過三、四個月，對九大文

學部的藏書印象很深。九大文學院以理學研究著名，此校中國哲學研究室從楠本

正繼以下，代有傳人，岡田武彥與荒木見悟兩大老對日本的理學研究影響很大。

九大文學部收藏不少明代理學善本，此次參訪，這些善本擺設的位置猶如昔日。

這些明版理學家文籍多用白棉紙印刷，字體大方，紙張潔淨，真可賞玩。文學部

圖書館圖書極豐富，九州史料尤堪稱大宗，九大事實上已成為九州地區文獻的集

中地。除了文學院圖書館外，柴田篤教授也帶領參觀了總圖書館的其他珍貴藏書。

總計此次參訪八校，除了東大因房舍整修、早稻田大學因日暮未及參觀外，

其餘六校的圖書館與文物館都參觀了。雖因時間急遽，難以細觀，但密集拜會一

過，整體的印象反而鮮活如映眼簾。

首先，這些學校都有珍藏的典籍，而且保存極慎重。通常重門深鎖，需要穿

過幾道關卡後，才可進入。不要說一般人不易窺其堂奧，事實上，連該校教員都

不見得能隨意閱覽。關西大學及東北大學的教授即說：託您們的福，我們才得以

如此親近而且大規模的看到本校的珍藏品。

其次，此次參訪，幾乎所有學校的同道都毫無例外的，帶領我們參觀該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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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或珍貴史料中心，對該校的典藏津津樂道，真是「如數家珍」。這種獨特

的認同現象很值得玩味。

第三，日本名大學的文庫許多都由老教授退休後的藏書構成，由於每位教授

理論上都是該行的專家，他所收藏的相關文獻有可能最齊全，因此，收此一家，

往往也就補齊了此一領域的文獻需求。而且其中多有善本、孤本、手稿等珍貴史

料，這種風氣應該可以效法。

圖書館是學校的靈魂，珍貴圖書則是靈魂之精華，圖書館的性格決定了學校

的性格。如果學校當局只從讀者利用的空間或實用書籍的收藏看待圖書館，那

麼，這樣的眼光反過來也就映照了該校的文化高度。日本文科最近幾年很不景

氣，但由於有這些珍貴典籍而屹立不移，在功利化的潮流中堅持人文精神的獨立

價值。因此，沒有人敢輕視這些學校的人文研究之潛力。這不只是我們的觀察，

日本學界同行也都有此悲欣交集的想法。

四、日本漢學卓越計畫（COE）概況（徐興慶、朱秋而）

日本文部科學省在 2002 年起推出 21 世紀 COE(Center of Excellence)計畫，為

期五年，基於外部評鑑的競爭原理，透過重點式支援公私立大學成為世界級研究

教育據點，以推進具國際競爭力的最高水準大學的形成。2003 年開始，又推動「學
術研究高度化（Frontier）」國際整合型研究獎勵計畫，補助私立大學。繼承 21 世

紀 COE 計畫理念，今年又推出「全球 COE 計畫」，目的是補助拔尖卓越教育研

究據點的形成，特別重視年輕學者的培育和形成國際據點。這次參訪大學中，多

數是這類整合型計畫的補助重點大學，茲依拜訪先後介紹東京大學、二松學舍大

學、京都大學、關西大學和九州大學的計畫案推行情形與成果。

（一）東京大學

四月三日上午拜訪東京大學，該校東亞思想的川原秀城教授、小島毅副教授

和中文系大西克也副教授、兩名助教以及多位博士班學生出面接待，川原教授主

要研究範圍是東亞思想史和科學史，藉由中國、朝鮮、日本漢文資料的解讀，來

釐清近代東北亞地區的思想、哲學、科學、技術、文化、精神等。目前的研究課

題是中國十八世紀的東西文化交流和朝鮮後期理氣論、實學思想等。大西教授是

古代漢語的專家，重視出土文獻，考究古代方言語彙文法的差異性，也從音韻角

度考釋出土文字。專精於宋代到清代儒學思想的小島毅教授，從當時政治文化脈

絡重新審視朱子學的形成與發展過程，而非將它侷限在狹義的哲學史。具體的來

說是對在建構禮教規範時人們如何思考加以分析？和考察其自然觀或教育思想

等等。這幾年藉由知識傳播媒介書籍的功用的關連性，文明論式地探討學術思潮

的變質，另外對比較王權的文化間異同也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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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毅教授是目前備受矚目的中生代學者，用英氣勃發、才氣縱橫形容一點

也不為過。他目前也是 2005 年開始的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特定領

域研究「東亞的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以寧波為焦點開創跨學科研

究」計畫的總主持人。以下簡單介紹該計畫內容以及運作方式與現階段成果。

1、研究目的以及該領域之特徵

研究的目的是，對東亞海域的人員、物質交流的歷史進行多領域跨學科分

析，重新探討日本傳統文化形成過程。具體的是，聚焦於中國大陸的港灣城市寧

波，探討作為歷史性存在不斷變化的大陸文化在各個時期如何傳入日本、有什麼

樣的影響、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等問題。

為了達成以上目的，聚集以 40 多歲為主的學者 137 名，包括歷史學、思想

史、文學史、美術史、藝能史、佛教史、考古學、人類學、建築學、船舶工學、

數學等領域，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試圖重新構建位於東亞海域圈內的日本文化

的歷史起源。

2、領域設定的目的及意義

寧波是中國浙江的港灣城市，在東亞海域交流中曾起到關鍵作用。雖不是海

港，但通過河流與大海連接，逆流亦可利用水路經過杭州直通大運河。10 世紀

末在此設置了貿易監督衙門。

日本船隻必定首先由此入港，最澄、榮西、道元、雪舟等著名的留學生們都

在此上陸。16 世紀細川、大內兩大名由於貿易特權紛爭，使戰火波及此城市，

倭寇的根據地在寧波海面的島嶼上。豐臣秀吉曾述說過這樣的「雄心」：大陸侵

略成功後自己移居此城市號令東亞全域。對日本人來說，它是一座熟識的城市。

就中國國內而言，寧波 12 世紀由於孕育出眾多科舉官僚，鶴立於其他城市之林

而廣為人知。其後又作為文化都市而著稱，那裡栽培了以茶葉為首的諸多城市近

郊型商業作物。

本研究計劃中，構想了以寧波為對象的個別研究、考察浙江地區特徵的研

究、對東亞海域整體問題進行的研究，通過只有共同研究才能實現的跨學科性描

述，以掌握確切的歷史事實。

3、本研究的具體目的

(1) 海域研究

承襲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主筆的「地中海」中所運用概念，即時間概念：

長期、中期、短期；空間概念：核心、半邊境、邊境。另外考慮到與核心、

半邊境不斷交替的地中海世界歷史不同，東亞海域是一貫由中國承擔核心作

用而維持的世界這一點，試圖在此基礎上建構從該海域出發的世界系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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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為交流單元的「地域」

上述的海域交流不是以國家為下一層次，而是以比較宏觀的地域的視點來考

慮，這是本研究的嶄新之處。寧波或浙江地區正相當於這裡所說的「地域」。

在本研究領域中，不把海洋看作國境線那樣的地區間的屏障，而關注海洋將

眾多地域連接起來的作用。

(3) 反思日本文化

本領域按全體的必要性設置了 35 個研究計劃小組，他們分別試圖從東亞這一

廣闊空間範圍來考察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所謂日本文化，不應看作是稱為

日本的一個固有的單元，而應確立一種視點，將其看作各地歷史性地形成的

產物，以此試圖開拓今後展望日本文化的新思路。

(4) 各學科的協作互動與融合

本研究以人文學為中心，也約集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所有學術領域的研

究人員參加。目標是，全面繼承日本學界全體至今為止的成果，推動上述海

域交流研究，為今後學術研究整體發展探索新路。

（二）二松學舍大學

二松學舍大學夙來以「日本文學」及「中國文學」兩大研究領域聞名於日本

學界。2004 年，該校以「日本漢學研究之世界據點」為研究主體之整合型計畫，

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21 世紀 COE 卓越計畫」研究補助（2004-2009）。該計畫

以日本漢學為研究對象，從宏觀的視野結合中國學、朝鮮學領域，使日本漢學研

究朝向跨國之研究體制發展。以下為該計畫之三大主軸：

1、建構日本國內漢學研究之相關資訊網絡

截至 2005 年為止，該計畫已完成日本相關機構收藏之漢籍目錄彙編約 4 萬

筆之電腦建檔工作。此外，日本漢學相關論文資料庫、日本漢學相關文獻書名資

料庫等之建置作業，也正同步進行中。

2、建構全球日本漢學研究學者網絡

該計畫分別以（1）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東亞漢字文化活用之現況與展望、

2005）；（2）以「全球日本漢學研究之現況及課題」為主題，邀請臺灣、中國、

韓國、越南、泰國、美國、荷蘭、比利時之相關研究學者赴日演講、座談；（3）
就漢學文獻資源共建共享議題，出席歐洲日本研究協會 EAJRS（瑞典隆德大學）

及中國南京之合作會議；（4）出席 2005 年北京論壇；（5）派員至臺灣中華佛學

研究所（臺北）研修；等等方式，持續建構全球研究機構或研究人才之學術交流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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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漢學教育及人材培育

該計畫之另一重要課題即是培育年輕研究人才，目前已建構與相關研究所之

學術合作機制。內容涵蓋 COE 計畫對日本漢學相關講座的支援及學分認定等作

業，同時積極延攬海外學者擔任講座教授。

（三）京都大學

四月五日造訪京都大學，上午訪問文學院由中文系木津祐子教授帶領參觀總

圖之貴重圖書室，中午中文系和日文系教授特別設宴款待，同時商談學術合作交

流事宜。京都大學從 2002 年到 2005 年先後通過 23 個大型 COE 計畫案，其中與

這次參訪相關的領域是「人文科學－全球化時代多元化人文學據點的形成」，執

行期間是 2002.4~2007.3，剛剛結案，其計畫如何進行？執行成效為何？等都可

資借鏡。

本計畫由文學院各系所教授一起分工整合而成，計畫總主持人即文學部部長

紀平英作教授。本計畫是對於上述激烈的轉變過程中，再次檢討現代世界，並探

索新的方向。在形成全球化綜合的、多元的人文學知識的課題中，以歷史學為中

心，組合哲學與文學的研究方式為最大目的。研究上是沿著歷史時間軸，以實證

性的研究為基礎。本計畫的目標是明白歷史性的、文化性的、思想性的變化的過

程，以及潛藏在這些變化中的時機。透過嚴密的實證解釋，再次緩和今日複雜的

對立與分裂，共同探討文化的問題、歷史的起源，甚至是人類不斷冀求「調和的

多樣性」的基本思想等都是必須面對的課題。

研究課題分三大方向進行，底下再分 12 個子計畫，而各子計畫均由一個團

隊，即數位到十數位教授與研究生共同進行，計畫架構、主題與主持人如下：

1、全球化時代 多元的歷史學（分項總主持人：藤井讓治教授）

1-1 十五、十六、十七世紀成立的繪圖、地圖與世界觀（藤井讓治教授）

1-2 在東亞的國際秩序與交流的歷史性研究（夫馬進教授）

1-3 在歐洲人文學知形成的歷史性構圖（南川高志教授）

1-4 作為歷史的歐洲認同（服部良久教授）

1-5 王權與遺跡（上原真人教授）

1-6 帝國系統的政治·文化的比較研究（杉本淑彥教授）

2、多元的世界與哲學知識（分項總主持人：川添信介教授）

2-1 現代科學·技術·藝術與多元性的問題（伊藤邦武教授）

2-2 規範性與多元性的歷史的諸相（川添信介教授）

2-3 在多元的世界對於寬容性的研究（芦名定道教授）

2-4 新的對話的探求的理論的構築（片柳榮一教授）

3、在文學與語言裡看到的異文化意識（主持人：西村雅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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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歐亞古語文獻的文獻學研究（吉田和彥教授）

3-2 東北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川合康三教授）

此計畫已於今年三月底結案，五年進行下來的研究成果已經公布於網站上。

（四）關西大學

關西大學為日本關西地區著名之私立學府，圖書、期刊收藏豐富，典藏漢籍

不遺餘力，設備亦相當齊全。該校「東西學術研究所」自 1951 年成立以來，以

研究漢籍東傳日本及東亞文化交流兩大領域為主軸，累積了質、量均衡之研究成

果。該校為了延續其豐碩的學術資產，於 2005 年 4 月成立學術研究機構「亞洲

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網羅日本國內外同領域之專家學者，以「東亞文化資訊之

傳遞與受容」為題，獲選為日本文部科學省學術領域重點研究據點，執行為期五

年之跨國整合型研究計畫。

該中心之主要研究目的，以中國文化發展為主軸，深入發掘東亞文化交流之

諸多面向，進而構築嶄新的文化交流研究之平臺。以該校中國學研究團隊為核

心，整合日本國內外活躍於第一線之 27 位研究學者，以共同創立亞洲文化交流

研究之國際化研究為使命，執行上述研究計畫。

該研究中心設有言語文化研究組、思想儀禮研究組以及交流環境研究組。三

個分項小組並非個別活動，而是宛如三稜鏡般三面一體，希望能從多種角度，解

析亞洲文化交流之多元樣貌。「東亞文化資訊之傳遞與受容」研究計畫之最終目

標，絕非一蹴可幾，不過這項學術發展事業值得全力推動。

1、語言文化研究組

由語言、文化・藝術、科學、印刷・出版等不同角度，針對近代所謂「西學

東漸」之現象，探究解析其傳播方法、受容形態以及東西民族之思維模式。具體

而言，諸如日文・中文・韓文之語彙交流研究、長崎唐通事之唐話研究、琉球官

話研究等，語言探討為其主要研究課題。此外，未來亦將設立語言資料庫、製作

傳教士相關文獻目錄・文獻所在目錄等，彙整成文化交流研究之基礎資料，成立

網路資料館，以資公開閱覽。

2、思想儀禮研究組

以東亞世界傳承已久之豐偉的文化典範——儒教為中心，針對儀禮（即禮儀）

及其思想相關領域，進行重點研究。相較於佛教、道教儀禮之研究，儒教儀禮尚

待開拓之領域仍多。該研究小組將焦點置於禮學・禮制等範疇，並將道教・佛教

相關問題納入探討視域。具體研究活動則包括：針對中國・臺灣・日本・韓國之

儒教儀禮、祭祀等，進行原野調查，成立資料庫。透過網路資料館，廣泛蒐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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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史料，以普遍性及地域性之視點，解析闡明東亞綜合學術——儒教之性格與意

義。

3、交流環境研究組

重點在於探究規制東亞文化交流之內容、形態的歷史條件。例如以中國皇帝

為主之冊封體制，隨地域、時代之不同，針對此一外交架構之看法，差異甚大，

而其對於東亞文化交流之影響，亦不容小覷。相對地，以東海、南海為舞臺之亞

洲內部交易，卻在政治體制外汲汲營營地延續著。從微觀角度，可觀察到明王朝・

清王朝乃至德川幕府之政策改變，對於中日文化交流之樣貌，持續造成影響。該

研究小組之首要課題，即在於究明上述歷史環境之差異，如何反映於中日文化交

流及相互認識上。此外，文化交流之推手、具體媒介，以及所受容之中國文化的

地域性等課題，亦納入其解析闡明之列。

東亞各國之學術交流日趨熱絡，訪日團四月六日與該校研究團隊之核心成員

座談後，相信國內之中文學門相關學者，未來在上述研究領域有相當大的合作空

間。

（五）九州大學

四月九日造訪的九州大學，由中哲的柴田篤教授熱誠招待，而該校也有COE
計畫執行中，可惜計畫總主持人今西祐一郎教授因赴東京開會，無緣見面。雖然

九大計畫規模較少，但也有參考之處。計畫主題是：「東亞與日本－交流與變容」，

其宗旨如下：

２１世紀 COE計畫「東亞與日本：交流與變容」，旨在闡明東亞各地區、

各社會團體間互相交流、不斷改變後的容貌，更以此交流及其所產生的結果重新

探討日本所處的東亞有何主體性的問題，以跳脫明治時期以來僅以「歐洲與亞洲」

如此二元角度定位日本主體性的框架。

針對此問題，本計畫透過日本史、東洋史、考古學、日本語學等各領域的共

同研究，以歷史學方法著手進行研究，同時在教育方面，也積極開拓九州大學獨

特的「 亞洲學問」，培養該領域專業人才。

最初本計畫由１「基層」 、２「交流と變容」、 ３「比較社會史」此三方

面構成，但除了第一個層面外，研究組織及成果皆各自分離、無組織性，無法達

成統一。有鑑於此，因此現今將突破上述三層面，把以往各層面的成果融入更具

全球性的課題「比較社會史」之中。而新的「比較社會史」將化約成(１)東アジ

ア諸国家とその形成過程の比較研究、(２)海域圏・内陸圏交流ネットワークと

イスラム，此兩大主題進行探討。

最後，目標是將上述的研究往國際性方向推進，期待成為世界性的研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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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目前九州大學與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金北大學校、山東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等研究組織互相結合。共同進行以下活動：

1、國際共同研究・調査

2、互相參訪研討會・講習

3、新進研究者・院生的派遣和入學

4、国際研討會

5、協定大學的擴充

五、當前臺日漢學交流概況（廖肇亨）

四月一日到十日，本團前往日本洽談雙方學術合作事宜。除邀約學者赴臺

參加研討會或演講外，亦擬推動「東亞漢學論壇（暫定）」，初步預計邀請日本與

臺灣方面的學者加以對話，關於這點，將在稍後詳述。

（一）日本漢學研究概述

除了華語世界之外，中國研究面向之廣、隊伍之大、成就之高，出版品類之

多，自然非日本莫屬。雖然日本與中國一直維持密切的交流，但從十九世紀後半

開始，日本人文學界借鏡於西方的方法與觀點，兼之又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取得

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一躍而成東亞地區中國研究的冠冕，時至今日，日本漢學界

雖然略顯青黃不接的疲態，然而前輩留下的光榮業績，尚有待進一步的消化吸收。

日本近代中國學研究，一般以狩野直喜任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學講座談起。一

時武內義雄、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俊彥雲集。而當時的京都大學

西洋哲學也有西田幾多郎、田邊元等巨擘在焉。日本漢學界與哲學界一向不相往

來，卻在京都大學同時開啟了學術研究的新世紀。

漢學界的京大學派是否具有一個具體不變的內涵，事實上，言人人殊，現今

京大中哲研究室主任池田秀三便堅決否認京大為一個獨立的學派。然而學界一般

仍然認為京大學風具有幾個特殊的面向值得注意：

1、以實證為基礎的研究，對文獻的重視超過理論架構。這種實證學風仍然

隨處可見，例如會讀會注的傳統。

2、對於戲曲小說的重視。京大是最早開始研究中國戲曲小說的聖地，元雜

劇研究班至今已超過六十年，始終不輟。

3、對傳統的重新詮釋與解讀。這是以材料的細部閱讀與解釋為基礎，不只

是放言空論，因而可以有新的洞見，得以對某些湮沒的傳統重新認識。

狩野直喜對安藤昌益的表彰、青木正兒的元雜劇研究、清代文學評論、

吉川幸次郎對宋元詩、明詩的評價，內藤湖南的章學誠研究，無一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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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山之作，流風所及，直至今日。今日中文系的學者讀章學誠、元雜劇

似乎理所當然，殊不知這種「傳統的建立」（借用霍布斯邦的說法），日

本漢學界大有功焉。

4、對宗教研究的重視。宗教研究在臺灣學界一向遭到冷落，卻一直是日本

學界的重點，佛教、道教、民間宗教，近年日本中國學會由日本大學青

木隆教授領軍，開始回儒的研究。青木隆教授是廖肇亨的老同學，在校

期間表現平平，但因掌握一個重要的議題，日後於此領域的發言權，孰

能漠視！晚近西方各大學的 religion study 方興未艾，視野早就走出基督

教中心。美國宗教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每年都會有儒

教（Confucianism）的 panel。日本禪學研究大師入矢義高係中國文學專

業出身，晚年將心力全部放在禪籍的註釋。京都人文研究所以宗教為專

業的學者就超過四人以上，足見宗教研究在京都學派的重要性。即使以

哲學的京都學派而言，對於佛教所下的工夫亦不可輕易看過。西田幾多

郎對於道元；武內義範、田邊元對於親鸞都曾經痛下工夫。相對而言，

宗教方面的研究在臺灣所受的重視與成果尚有待十分的努力。

嚴格來說，京都學派雖然重要，但在廿世紀初尚非一統江湖的局面，不能忘記東

京大學當時尚有服部宇之吉（儒學）、鹽谷溫（小說戲曲）、丸山真男（政治思想）、

仁井田陞（法制史）等巨擘。但是東大由於與政府的關係過於密切，例如服部宇

之吉長期主宰「斯文會」，為軍國主義政府進行意識形態的改造工作，鹽谷溫亦

然。因此日本學界一般對此皆諱莫如深，但是二戰末期，東大的學生都疏散到京

都大學就學。從此以後，京都大學成為漢學研究最高標準，因為東京的學者也都

系出京都大學。而東北大學係由武內義雄、青木正兒等人創立，狩野直喜藏書更

全部進了東北大學狩野文庫，東北大學可以說完全承繼了京大的傳統。

關於日本漢學史的研究，江上波夫、礪波護、町田三郎、李慶等人都做了詳

細的介紹。從以上幾點看來，日本漢學值得臺灣學界借鏡之處多矣，雖然臺灣學

界與日本學界一直有個人的往來，但如何統合資源，如何更有效的發揮作用，還

有待進一步思考與行動。

（二）日本漢學現況與臺日學界交流

日本學界繼承傳統，不斷開展各個面向的研究。就中國學研究而言，京都大

學的川合康三（中古文學、詩學理論）、平田昌司（語言學）、人文研究所所長金

文京（俗文學、宗教）、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明清文學、小說戲曲）、

藤井省三（現代文學）在個別的領域上都具有世界知名的聲譽，也與臺灣關係密

切，但除了東大、京大以外還有許多優秀的學者與單位，雖然或許也曾與中研院、

臺灣大學等單位簽訂合作計畫，但雙方的交流難稱熱絡。

為了安排此次訪問，廖肇亨曾於二月底前往日本，在京都大學文學部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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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東北大學、九州大學等處就雙方會談內

容、參觀圖書館善本特藏、參與座談會人員、餐會形式等議題先行溝通。出發前，

又與日方密集連絡，就訪問事宜之細節不斷磋商。

目前雙方學界交流的方式大抵以學術討論會、訪問、客座教學等方式為主。

分別都有重要的機能，也將持續進行。但我們以為不論那一種方式，對臺灣學界

而言，真正困難的地方：在於缺乏對於日本學界一個整體的理解與掌握。目前臺

灣學術界，中文系出身而與日本學界有淵源的人數太少，除廖肇亨之外，中正大

學金培懿教授、文哲所陳瑋芬教授也與日本學界有所交往之外，幾乎寥寥可數。

本次訪日團也接觸一些在日本學習的留學生，他們日後將會扮演著臺灣日本交流

的重要推手，日本學界比歐美學界更看重關係。京都大學川合康三教授不只一次

語重心長的告訴廖肇亨，許多日本學者都是因為廖肇亨是東京大學的博士，備感

親切方纔願意前往臺灣訪問。此言一點都不是沾沾自喜，而是憂心十足，臺灣學

生對於日本學界的成績與人才的陌生，恐怕日後是阻礙臺日雙方交流的重要因

素。緣此，我們建議：

1、加強研究生階段日語教學的比重，事實上，在歐美漢學界，日文都是必

修課程。相對而言，臺灣學界對於日文的要求實在太鬆了。

2、加強日本漢學課程的開設，讓研究生對日本學界的成果有所了解。此番

赴日，驚覺：中文系所赴日留學的學生，除東京大學外，在京都、九州

大學、東北大學近乎絕跡，對於未來交流十分不利。

3、加強日本漢學研究成果的譯介。過去廖肇亨業師鄭清茂教授曾致力於翻

譯吉川幸次郎先生的著作，學子至今仍然受惠於鄭老師的翻譯。近年

來，日本學界的譯介雖然偶有成績，如廖肇亨譯荒木見悟、文哲所張季

琳譯藤井省三、陳瑋芬譯子安宣邦、佐藤將之譯淺野裕一等，但相對於

大陸學界的努力，失之零散，仍然有待加強。我們以為應該有單位（如

國科會）總其成，立刻整合相關人力，就日本方面具有經典地位的學者

與著作，展開有系統的譯介工作。

4、承上，國科會一直有經典譯注的工作，廖肇亨也曾承擔荒木見悟《佛教

與儒教》一書的翻譯，但稿費十分低廉，審查卻十分繁複嚴格，而且不

知道如何計算學術成績，這對吸引研究者投入此項工作，毫無誘因可

言。若非廖肇亨對荒木見悟教授情誼深厚，亦不願從事此一工作，因此

有必要就制度與環境等面向再加檢討。廖肇亨接觸的日本漢學家，皆對

其著作的漢譯樂觀其成，或許臺灣學者可以與日本方面（例如東方學

會、日本中國學會等單位）研商最應該介紹的學者數人，就其相關著作

加以譯介。

5、加強雙方合作的事項，例如大部頭資料的共同編纂。彼岸此刻有「儒藏」

計畫，將日本、韓國方面重要的學者一網打盡。事實上，這也是加強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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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作的重要項目，臺灣學界近年過分強調西方理論，於文獻之基本功

夫完全置諸腦後，幾乎只剩下域外漢文小說此一領域（陳慶浩、王國良、

王三慶、陳益源、內山知也等人）。臺灣日本雙方可能合作編纂的資料

計畫，將會是雙方共同的資產。

本次訪問團所到之處，由於事前連絡得宜，加上日本學界對本次國科會訪日的成

員與課題十分重視，成果可謂十分豐富，特別是關於「東亞漢學論壇」（名稱暫

定）此一提議受到日本學界的廣泛回響，實乃始料未及。以下就此詳述之。

（三）關於「東亞漢學論壇」

「東亞漢學論壇」此一話題，曾在東北大學、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二松

學舍大學、京都大學、關西大學等處提出，回響之熱烈大出意料之外。雖然此一

話題並非首次提出，但我們的印象中，多止於國內學界前輩的談論，與日本學界

廣泛交換意見尚屬首見，而且日本學界的回應熱烈到我們不能沒有下一步的行

動，或許是國科會下一步具體工作的目標。

東亞各國有共通的知識修養與話語結構，又有各自發展的特色與重點，形成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多元格局。不過近年在西方理論風潮的席捲之下，幾乎要

喪失話語權、發言權。另一方面，頻繁舉行的各種學術討論會雖然也有交流的效

果，有時不免顯得零散，而且也分散了共同發聲的音量。如何統合資源，就共同

關心的課題加以討論，以挽救日益式微的古典學術研究，實有必要，故而有「東

亞漢學論壇」的構想。

「東亞漢學論壇」將以古典學術研究為基礎，就古典學術的現代化、古典學

術研究的現代意義、理論與文獻、翻譯與流傳、他者與自我的關係等課題，邀集

東亞各國學者參加討論。先由臺灣發動，初期先邀請日本方面卓有所成的學者協

商，繼而擴及東亞諸國，乃至歐美學界。臺灣籌設「東亞漢學論壇」具有幾項積

極的意義：

1、主導學術議題，引導學術研究的潮流與方向。

2、凝聚各國學者的注意力與聲量。

3、加強臺灣在國際學術研究的影響力，提昇臺灣學界的能見度。

4、促進臺灣與東亞各國的學術交流。

因此，「東亞漢學論壇」可以就以下諸事項展開規劃：

1、籌設一個崇隆的獎項，表彰東亞地區人文學者的貢獻。例如日本的荒木

見悟、韓國的車柱環等人不僅是其國學界的標竿，也應該介紹給臺灣學

界。

2、舉辦座談會，就上述議題邀集相關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交換意見。

3、籌辦刊物，或強化現有刊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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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術層面來說，此種組織應該有一個常設機構，負責日常事務的運作。如果初

期事務性的問題如能順利解決，對於臺灣學界的聲望與影響，將有立即而顯著的

提升效果，這是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

（四）展望與建議

為了加強今後臺灣日本雙方的交流與理解，我們以為應該：

1、加強邀請日本學者來台講學。

2、加強在大學講授日本漢學文獻的課程。

3、加強鼓勵中文系所的學生赴日攻讀博士學位。

4、加強譯介日本漢學研究成果。

5、加強介紹日本漢學資源。

6、籌設「東亞漢學論壇」。

有鑒於此次訪日的效果良好，建議也應該前往北美、歐洲等地訪問。國內中

文學門其實有非常好的條件進行國際合作與交流，此次的工作是一個試金石，在

這樣的基礎之上，中文學門或許能成為臺灣人文學界的標竿，帶領學術潮流往健

全的方向發展。

六、結語（葉國良）

此次日本漢學參訪團之所以獲得比預期更加良好的成果，主要原因是本團帶

去具體而誠意的提議，並非泛泛的參觀之旅。其次則是團員分別與日本方面原本

即有各種層次的關係，徐興慶、朱秋而、廖肇亨三位分別自九州大學、京都大學、

東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楊儒賓則曾在九州大學進修，葉國良則與數位日本學者

原有交情。但能確保參訪順利圓滿，則應歸功於廖肇亨、徐興慶兩位先生的辛苦

聯繫。這似乎能給予我們下次就某個領域參訪其他地區的啟示：必須有具體的議

題和事前充分的規劃。

至於上文有關參訪成果的具體報告和構想，我們盼望臺灣學界予以重視，期

待有關學術機關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