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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鴉片戰爭和明治維新（上） 

  

■ 前言 

 

  針對東亞的近現代150年，我們選取了10個專題，從“交流和連鎖＂的角度重新審視。首先是

“鴉片戰爭和明治維新＂。本地區最大的國家清朝敗給英國，一部分國土被強占。這一事實是怎樣

傳到日本和朝鮮，又是怎樣被看待的呢？ 

▼ 關鍵詞  鴉片戰爭  

1840～1842 年，圍繞毒品鴉片貿易引發的中國（當時的清朝）和英國之間的戰爭。 

由罌粟提煉制成的鴉片具有鎮靜作用，在中國有吸煙袋習慣。但是，基於風紀問題等考慮，清

政府曾多次頒布禁吸鴉片令。 

而在 18 世紀下半葉完成了工業革命的英國，因普通百姓開始風行喝紅茶而需從中國大量購

買茶葉，出現了貿易赤字。為此，英國在其殖民地印度生產鴉片并走私到中國，打算以此來消

除貿易赤字。 

鴉片的流入使中國國內的經濟陷入混亂。於是清朝皇帝於 1839 年任命林則徐為欽差大臣，

派往貿易據點廣州。林則徐沒收并銷毀了大批鴉片，還將許多英國商人驅逐出境。 

英國政府對禁煙措施做出反抗，決定開戰。在議會會議上，盡管後來成為首相的格萊斯頓等人

表示反對開戰，最終還是以微弱多數通過了派兵預算。1840 年以最先進的炮艦開始從廣州等沿

海地區發起攻擊。 

因為英軍已迫近距北京最近的天津海域，1842 年清政府妥協，隨即簽訂南京條約，支付賠

款，割讓香港，并接受開放了上海、廣州等地港口。 

 

鴉片戰爭，至今還沒有結束。 

 

對此深有體會的，或許應該是現在被關押在中國的沈陽和大連拘留所裡的三名日本人。 

 

三人均因欲往日本販運毒品而被抓獲，并被判處死刑，目前正在上訴。據說如果是中國人，無

疑將被判處死刑。雖說司法部門考慮到因為是外國人，所以要慎重對待，但有關人士表示：“在經

歷過鴉片戰爭歷史的中國，毒品犯罪是非常敏感的問題，不能輕判。＂ 

 

面對想制止根治鴉片走私的中國（當時是清朝），英國派出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發動了長達

兩年之久的戰爭。那些鴉片戰爭的發生地，如今該是什麼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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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訪問戰爭導火索的廣東省時發現，僅在東莞市內就建有三家與鴉片戰爭有關的博物館。

即“林則徐紀念館＂、“鴉片戰爭博物館＂、“海戰博物館＂。曾發生激戰的炮台遺址以及林則徐

用於銷毀從英商處沒收來鴉片的人工池均復原陳列著。   

 

6月26日是聯合國制定的“國際禁毒日＂。“要召開公開銷毀毒品大會，還要到許多居民區宣

傳禁毒。＂負責管理三家博物館的孫廣平部長忙得不可開交。 

 

當年的中國人是怎樣看待鴉片戰爭的呢？由於戰敗割讓了香港，并由此淪為殖民地，毫無疑問

加深了危機意識。帶著這樣的想法，記者采訪了北京大學的王曉秋教授，卻得到了意外的回答： 

 

“清朝皇帝認為領土丟失了，但皇位保住了，因此繼續過著驕奢淫逸、歌舞昇平的生活。鴉片

戰爭過去20年也毫無反思，依然昏庸如故。＂ 

 

對於在北京的皇帝而言，戰場遠在2千多公裡之外的南方。當敵人攻到天津後，才慌忙將林則

徐革職，就像皇帝將戰後的南京條約稱作“萬年和約＂那樣，缺乏對列強繼續入侵的危機感。 

 

  ■ 林則徐 組織翻譯歐美書籍、收集信息 

 

即使如此，還是有要有所作為的人。特別是林則徐，竭盡

全力收集歐美的有關信息。他組織人馬翻譯了世界地理和歷史

書籍，被革職後托付給了好友魏源。 

 

以這些資料為基礎，魏源編撰了《海國圖志》。初版在鴉

片戰爭結束後不久問世，到1852年已成為百卷大作。這是一部

對各國概況和西洋的艦船及火炮進行圖文并貌地解說，論述

“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戰略的著作。 

  

王教授說他赴日本研究期間，對《海國圖志》的譯本種類 

之多感到驚訝。美國佩裡率艦隊要求日本開放門戶，是發生在 

1853年的事情。而僅從其次年開始的3年時間裡，出版就多達 

21個種類，集中介紹美國的也有8個種類。 

 

                            

      

 

 

聳立在游人如織的鴉片戰爭博物館

（廣東省東莞市）前的林則徐銅像。

在林則徐誕生的福建省，吸食鴉片的

習慣最早蔓延開來。據說其弟因鴉片

早逝，因此可見林則徐對鴉片深惡痛

絕。=攝影：小宮路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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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從荷蘭獲悉清國的苦戰情況 

 

林則徐的遺產，在本國沒有結果，卻在日本開了花。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西鄉隆盛等……，

這些在江戶末期至明治維新過程中產生過影響的人幾乎都是《海國圖志》的熱心讀者。 

 

北海道大學的井上勝生教授評價這些信息傳達之路是“知識信息路＂，認為“中國確實出版了

好書。經過翻譯使日本了解到了鴉片戰爭後的世界，後來的明治維新政府也通過閱讀《萬國公法》

（國際法）等，對外交起了作用。＂ 

 

有關鴉片戰爭的快報，也從別的途徑傳來。如抵達長崎的荷蘭船得到的消息。 

 

開戰後不久，荷蘭就報道潰不成軍的清軍慘狀。以後中國船只又帶來了被英國占領以及許多清

兵陣亡等消息。 

 

從當時國中國傳來活生生的消息，加上從荷蘭那裡傳

來活生生的信息。即便其中有誤報，根據這樣的多方面情

報，日本掌握了比較確切的情況。 

 

對此深感震驚的江戶幕府的老中（相當於現在的首

相）水野忠邦，加緊推行“天保改革＂。在加強西洋炮術

演練的同時，一改以往遇有外國船只靠近即下令開炮驅趕

的做法，主動提供燃料和淡水。 

 

雖然水野因想把江戶和大坂周邊作為直轄地而遭免

職，但其後幕府仍然非常重視對信息的收集。甚至佩裡艦

隊到來的消息，也是從荷蘭的信息中事先得知。在此基礎上更加汲取了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教

訓，制定了避免戰爭的方針。 

 

井上教授說，“幕府并非束手無策，而是根據國力進行了周到的准備。＂以往強調美國單方面

強加不平等條約的定論正在修正中。 

 

王教授和井上教授都不約而同地注意到一個人物，即陪同佩裡、擔任和日本方面用漢字進行交

涉翻譯的中國人羅森。 

 

羅森和幕府的官員們漸漸親近後，有問必答地介紹了中國的實際情況。幕府官員平山謙二郎在

給羅森的信中說“我們都應與鄰為善，和睦相處＂；而羅森在回信中寫了自己在鴉片戰爭中的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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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歷。 

 

“那些利欲熏心的政府官員們，對我的貢獻和努力根本不屑一顧。因此，我轉向去國外旅行，

所以乘著汽船來到這裡。＂ 

 

從那幾年後，去中國的日本人日益增多。鴉片戰爭中被迫開港的上海開始步入國際都市的行

列，變成了觀察世界的窗口。 

 

長州藩（現山口縣）的高杉晉作於1862年作為幕府使節隨員去過上海，親耳聽到了農民起義太

平天國軍的槍聲，目睹了趾高氣揚的英國人、法國人，還有那些戰戰兢兢的中國人，從而堅定了“日

本可不能變成這樣＂的想法。 

 

回國後，高杉集結下級武士和農民等，組成了與以往武士軍團不同的“奇兵隊＂，展開達到幕

府的戰爭。 

 

與長州藩聯手企圖推翻幕府的薩摩藩（現鹿兒島縣）有特殊的信息渠道，即來自同屬日本和中

國兩方面、并向雙方都派使節的琉球王國（現衝繩縣）的情報。 

 

記者在中國南方的福州，可以看到當年琉球的使節和商人的客棧、現在已經成為博物館的“福

州琉球館＂，還有銘刻著鴉片戰爭時期年號的琉球人墓碑。這裡也是林則徐的誕生地。 

 

從這裡直接獲得的信息非常寶貴。不僅如此。鴉片戰爭結束後法國和英國的軍艦先後駛入那

霸，要求通商。早已了解列強實力的薩摩藩立即轉向開國論，不久即開始了達到幕府的行動。 

 

■ 朝鮮偏倚清朝  樂觀無為  

 
那麼，對介於中國和日本兩國間的朝鮮，鴉片戰爭的信息又是怎樣傳遞過去？又帶來了什麼變

化呢？ 

 

帶著疑問，記者拜訪了位於首爾的崇實大學河政植教授。 

 

與日本不同，朝鮮和清朝結有朝貢關系，被套牢在華夷秩序（參照關鍵詞）內。每年至少要向

北京派送一次使節，可以親眼目睹中國的情況。但這并非意味著他們得到的情報就比日本准確。 

 

河教授隨後又做了令人信服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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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信息過於依賴清朝方面，這是因為他們最關心的是

宗主國體制是否會發生變化；而且中國太大，北京距離鴉片戰

爭的戰場太遠，確切信息無法傳遞。 

 

河教授說，“清朝沒有失去領土的誤解影響很大。政府甚

至連議事海防的動靜都沒有。當時是少數人的權力集團掌管朝

政，不是積極解決問題的政權。＂ 

 

故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年）中傳來北京被攻陷的

消息時，朝鮮王朝終於驚慌失措起來，但仍舊不見行動。 

 

“他們過於樂觀地認為，朝鮮太貧窮了，沒有歐美人想 

要的東西，也就不會打過來了。比起信息本身來，如何 

利用信息，取決於使用信息者自身意識和態度。＂  

  

河教授指出的重要性，至今沒有任何變化。 

 

像鴉片戰爭爆發一樣，英國、法國、美國等侵入東亞， 

使日本走向開國之路，開始了明治維新這一巨大變革。那麼，明治維新又給東亞帶來了什麼呢？ 

 

■ 專欄 嚴懲毒品犯罪 

 

中國政府對毒品犯罪嚴懲不貸，這與鴉片戰爭的苦痛經歷緊密相關。中國東北沈陽大學法律學

副教授範曉陽說：“在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中就了解了鴉片戰爭時毒品流入中國，給社會帶來極其

惡劣的影響。因此我們理解國家為什麼如此大力鏟除毒品。＂ 

 

    中國的刑法規定，走私及販賣、運輸、制造海洛因超過50克，可以判死刑。根據中國的法制雜

志刊登的對1997年毒品犯罪的判決統計，以海洛因50克以上、鴉片1公斤以上的毒品犯罪被起訴的案

例中，有7成以上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15年以上的有期徒刑。 

 

    有3名年齡在40至60歲之間的日本男子在中國以走私毒品罪被起訴并被判處無緩期死刑。中國與

舉世聞名的麻藥產地緬甸、泰國是近鄰。據說上述3人准備從中國販運到日本的毒品也是由第三國進

入中國的。 

 

    政府之所以采取嚴打方針，也出於面臨毒品流入屢禁不止的實際情況。2006年立案的毒品犯罪

案件為4萬6千件，被拘留人數達5萬6千之多。 

高杉晉作（1839～1867年）：長州

藩（今山口縣）人。討伐幕府派領

軍人物。以創立志同道合的下級武

士、農民、平民的“奇兵隊＂聞名。

未見明治維新成果就病逝了。 

（圖片提供：國立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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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華夷秩序   

指以中國皇帝為權力頂層的等級式國際關系。自古以來中國根深蒂固的思維，即自己是燦爛

文明的世界核心（中華），而周圍都是未開化的野蠻人（夷）。具體表現形式是，為求得中國皇

帝的恩惠，朝鮮等周邊國家獻上貢品（朝貢），以此獲得皇帝對其王位的承認（冊封）。 

鴉片戰爭發生時，朝鮮、琉球、越南等與中國結有“朝貢冊封關系＂，將中國奉為“宗主

國＂。日本在古代及室町時代也結有這樣的關系，但當時已脫離。 

 

 

（隈元信一、古谷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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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鴉片戰爭和明治維新    

（上） 

比較各國歷史教科書 

  

我們生活在東亞，在關注學校如何教授本地區的近現代史？哪些相同？哪些不同呢？我們在分

別閱讀了比較廣泛采用的中學生教科書的同時，對參與編寫教科書的有關人士也進行了采訪。本集

以鴉片戰爭與明治維新為主題。 

 

■ 日本鴉片戰爭  輕描淡寫的記述 

 

東京書籍出版的《新編社會 歷史》“第5章 開國與近代日本的歷程＂中，盡管提到了鴉片戰爭，

但記述非常簡單： 

 

對於嚴厲禁煙的清朝，英國於1840年派出軍艦，迫使清國降伏（鴉片戰爭）。其結果，英國在

獲得開放上海港等并得到香港之後，又逼迫清政府承認領事裁判權等不平等條約。 

 

教科書整體內容以日本為中心，鴉片戰爭只不過作為理解日本從開國向現代化轉換的一個歷史

背景而已。 

 

1950年代曾經使用過的“先進的歐洲＂和“落後的亞洲＂之類對比說明的表現已經消失。現在

出現了對英國為扭轉對清貿易赤字開始走私鴉片的明確表述。該出版社的社會編輯部長渡邊能理夫

指出：“這反映了歷史學上對亞洲落後這一說法不確切的看法。＂ 

 

關於明治維新，學習指導綱要要求“要使學生了解，當時的政府和人們在復雜的國際形勢下如

何保持了獨立并為形成近代國家做出了努力。科目設置為廢藩置縣、學制·兵制·稅制的改革、身份

制度的廢止、領土的劃定＂，各種教科書均按此形式表述。 

 

在東京書籍版本中，安排有 12 頁的篇幅。關於領土劃定的說明是“當時劃定邊境是近代國家的

重要課題＂。另外還涉及到了將琉球王國劃入日本，設置為衝繩縣的“琉球處分＂，其表述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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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力為後盾，壓制住了表示反對的琉球居民，設置了衝繩縣（琉球處分）＂。 

（吉澤龍彥） 

 

■ 中國強調中華民族的抵抗 

 

中國將鴉片戰爭定位為“近現代史的開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歷史》中，以長

達5頁的篇幅做了詳細說明。 

 

正如有關單元的題目標為“侵略和反抗＂那樣，最大的特征是不僅提到了侵略，更強調了中華

民族是怎樣反抗的。以林則徐的銷煙為例，是這樣描述的： 

 

銷煙是中國人民禁煙斗爭的偉大勝利，表明了中華民族堅決反對外來侵略的堅強意志。指揮了

這場斗爭的林則徐，毫無疑問是民族英雄。 

 

明治維新在世界史教科書（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歷史》）中，以2頁多篇幅做了說明。 

 

參與制定相當於學習指導綱要的“歷史課程標准＂的北京師範大學朱漢國教授表示：“明治維

新在日本歷史中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它正是日本從傳統社會向近代化社會轉型時期發生的重大

事件。＂對“日本明治維新＂是這樣歸納的： 

 

由於明治維新，日本從閉關鎖國的封建社會轉變成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成為半殖民地國家，是

日本歷史上的重大轉換點。但是，日本在強大起來以後，立即走上了對外侵略和擴張的軍國主義道

路。 

 

此外，中國在19世紀末曾發生了效仿日本的明治維新、試圖推行人才錄用制度等改革的“戊戌

變法＂，但以失敗告終。在教科書中提出了讓學生思考的問題：“為什麼明治維新成功了，而戊戌

變法卻失敗了？＂  

（佐藤和雄） 

 
■ 韓國昭示日本侵略大陸的途徑 
 

本國史有國定的《國史》教科書，世界史納入《社會》教科書。鴉片戰爭不屬於本國史，歸類

於世界史。教育人力資源部具蘭憙教育研究官對此解釋說：“因為鴉片戰爭對朝鮮的影響是間接

的。＂金星出版社出版的《社會2》在“東亞的近代發展＂一章中談及鴉片戰爭，但只有短短8行簡

單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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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關於明治維新，在同一教科書中占了一整頁。 

 

明治政府廢除了封建制，采用了以國王為中心的立憲君主制。依據身份制度和土地制度、租稅

制度等的改革，實施新式教育，積極推行殖產興業，使資本主義得到極大發展。日本由此成長為亞

洲最早的近代國家。 

 

基本上給予了肯定的評價，但緊接其後設置了“日本的大陸侵略＂項目，記述如下： 

 

當亞洲各國相繼淪落為列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時，只有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日本成長為近代

國家，并開始走上帝國主義道路。 

 

經過和清朝、俄羅斯的戰爭以後，“終於掠奪了朝鮮的主權＂。教科書上附錄的地圖標明著侵

略大陸的路線。教科書的執筆者如是說：“對明治維新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要把事

實如實記述下來。＂ 

 

在本國史的教科書中，對發動了甲申政變（1884年）的金玉均等開化派的評價為“以明治維新

為樣板，爭取創建近代國家＂，言及了維新的影響。 

（櫻井泉）  

 

■ 台灣“紫禁城的黃昏＂—描述冷淡 
 

在三大出版社之一南一書局出版的《國民中學  社會》中，關於鴉片戰爭只給了 1 頁版面。此

單元的標題為“紫禁城的黃昏＂。所謂紫禁城即清朝的皇宮（今故宮），所謂“黃昏＂即意味著清王

朝的衰落。從標題就可以看出，與中國大陸著眼點不同，反映相對冷淡。 

 

這本教科書的編撰指導委員、政治大學歷史系的周惠民教授在談到包括鴉片戰爭在內的整體編

輯方針時表示：“台灣直到 10 年前為止，國民黨的歷史觀很清晰。我們正在為改變國民黨的歷史觀

做各種努力。＂所謂國民黨的歷史觀，即反映“國民黨政權是中國的正統政權＂這樣的想法。 

 

在國民黨執權時 1983 年根據《歷史課程標准》編輯的教科書中，占有 4 頁篇幅做了詳細說明。

由於不平等條約“成為列強侵略的對象＂，強調了侵略方面的內容。而現在，對於鴉片戰爭的結果

只是做了如下的輕描淡寫： 

 

“從此開啟了近代中國不平等條約的序幕。不久之後，其他列強亦獲相同特權。＂ 

 

關於明治維新，在中學 3年級社會科的世界史部分有一頁半篇幅的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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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版教科書中寫到：“日本維新成功，成為亞洲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便開始對外侵略，為

害我國至深＂，指出了明治維新所帶來的負面影響。然而，現在做了如下歸納： 

 

（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相繼擊敗中國與俄國後，躋身世界強國之林。 

 

（田村宏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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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作家） 

 

連載‧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 

—東亞近現代史上的 10 件大事是什麼？ (１) 

■ 歷 史 是 由 勝 利 者 編 撰 的 

    我是歷史作家，無論談到哪個時代，總是意識到近現代史。

這是我工作的根本，之所以在近代東亞10大事件中選入發現殷墟，

也是為此。 

 

   首推對象自然是鴉片戰爭。東西方的交匯拉開了近代史的序

幕。在清王朝中，有主張防御陸地即來自沙俄擴張的“塞防派＂和

主張防御來自海上侵略的“海防派＂。林則徐屬塞防派，因此他認

為鴉片的涌入屬於貿易問題。 

 

    當時的東亞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冊封體制，清朝也接受了琉球

王國派遣的留學生，其中也攙雜著一些薩摩人。在明治維新中薩摩

藩之所以非常活躍，也正是因為通過交流從中國得到了信息，已感

覺到開放門戶迫在眉睫。其中深有感觸的便是鴉片戰爭的信息。 

 

    接下來是日清（甲午中日）戰爭。當時兩國國民的關系并不壞。

明治時代是漢詩的隆盛時期，有識之士紛紛前往中國。那麼為什麼

還發生了戰爭呢？是因為正處於以強凌弱的帝國主義時代。 

 

    日俄戰爭同樣是圍繞東亞霸權展開的帝國主義的爭奪戰。韓國合并（注）是日本侵略大陸的第

一步，并且日本對後來侵略中國東北已經虎視眈眈。當時此類帝國主義的模式很多，因為“戰爭可

以斂財＂，所以民眾也支持。因此，在日俄戰爭後的媾和中沒能從沙俄得到賠償，便發生了暴亂。 

 

    韓國合并刺激了中國的知識階層及民眾，導致了辛亥革命。清朝舊體制崩潰了。第一次世界大

1924年出生於神戶市，父母均為

台灣人。畢業於大阪外語學校 

（現大阪外國語大學）。《中國

近代群像》《鴉片戰爭實錄》等

近現代史著述頗豐。 

我 選 出 的 10 件 大 事 

○鴉片戰爭 

○日清（甲午中日）戰爭·日俄戰

爭 

○韓國合并 

○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 

○日本的15年戰爭（從滿洲事變

即九一八事變到戰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立 

○朝鮮戰爭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以上按發生時間順序排列） 

○殷墟（殷王朝遺址）的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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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爆發的五·四運動抗議擴大日本利權，其背景根本在於辛亥革命時期民眾中高漲起來、對喪權辱

國的強烈不滿。 

 

    然後是日本的侵略戰爭。由於從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到戰敗是韓國合并的延伸，所以應該

把“十五年戰爭＂視為一體。 

 

    關於戰後部分，首先應該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立。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原因是腐敗。同時

1947年國民黨在台灣屠殺台灣民眾的“二·二八事件＂成為逆轉與共產黨形勢的契機。 

 

    敗戰翌年，我返回台灣任中學教師。目睹大陸過來的人從民眾手中強征物資的情景，感到很失

望，民眾也極其不滿，與取締黑市煙攤的警察發生衝突。如此一來，為了報復，國民黨調來幾萬人

的精銳部隊進行了鎮壓。 

 

    當時台灣的知識界也出現左傾化。我在1949年回到日本，在離開前不久還與他們有過接觸，已

經感到周圍的危險氛圍。 

 

    後來又相繼發生了導致南北分隔的朝鮮戰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國實行改革開放政策。現

在的中國基本上實行鄧小平建立的路線。 

 

    最後，還是要談談開篇時提到的20世紀初發現殷墟的意義。我們都從史書上知道殷紂王是個殘

暴無道、無人出其右的惡人。但是我們從出土的甲骨片上了解到，紂王廢止了祖上殺人祭祀的制度。

似乎不僅不是惡人，甚至可以稱其為善人了。史書是由後來的勝者編撰的。這一點，我們在看歷史

時，是否應該時常放在心上呢。 

                                                      （采訪者：中野晃） 

 

    注：“韓國合并＂是指1910年日本對大韓帝國進行的合并。但在韓國被稱為“日本強制占領＂，

在此仍按談話原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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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章章  鴉鴉片片戰戰爭爭和和明明治治維維新新  

（（下下））  

 

在維新動蕩中  為何出兵台灣 

 

明治維新具有雙重面孔。一個是

培育產業和人才，推進建立中央集權

國家的國內改革；再一個就是後來與

軍國主義掛鉤的出兵海外。前者，隨

後中國及朝鮮也相繼效法；而後者，

則攪亂了東亞秩序。 

 

剛剛開始國內改革不久，為什麼

立即將矛頭轉向海外侵略了呢？ 

 

為尋找答案，記者飛往台

灣。因為就近代日本而言，最

初的海外派兵，既不是朝鮮半

島也不是中國大陸，而是當時

被稱做“征台之役＂的台灣

出兵。 

 

6月4日，台灣南部的牡丹

鄉（出兵當時為牡丹社）沐浴

在令人炫目的南國陽光中。

1874（明治7）年5月，維新的

英雄西鄉隆盛的弟弟、陸軍中將西鄉從道率日軍3600人攻占了這個地方。 

 

當天恰巧正在舉辦回顧當年出兵台灣的研討會。主辦者是當地政府。在100多名的出席者中，

身著艷麗民族服裝的原住民排灣族十分引人注目。他們是為了解祖先與日軍交戰的真相而前來參加

的。 

 

排灣族老人李金水（87歲）是聽著祖父講述戰斗故事長大的。“聽說是從山上用槍射擊日軍的。  

▼ 關鍵詞  明治維新 

指推翻江戶幕府和各藩實行的政治體制，由新型中央集權

國家開始推行各類改革。除采取廢藩置縣及以歐美為樣板的征

兵制度、導入殖產興業的政策外，還徹底改革了教育制度和稅

制，形成了近代國家體制。 

這一系列的改革也大大地刺激了周邊國家。例如在中國（當

時是清朝），日清戰爭（中國稱作甲午中日戰爭）後，康有為等

仿效明治維新倡導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及人才錄用。因這一改革

僅 103 天便以失敗告終，史稱“百日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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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打光正發愣的時候，看見本來已經倒下的日本兵突然又爬起來了，嚇得慌忙逃跑了。……＂ 

這場戰斗在日本已幾乎被忘記掉了，在台灣又是怎樣的狀況呢？  

 

同為排灣族、擔任小學教師的杜詩韻（33歲）曾在大學時走訪過鄉裡的老人家。“沒有了解詳

情的人了，即使有也緘默不語……＂ 

 

 

 

 

 

 

 

1949年，同中國共產黨打內戰潰敗的國民黨逃遁台灣。在國民黨政權下，原住民的歷史被埋沒。

隨著民主化的推進，這段歷史重見天日的時機似乎即將到來。 

 

盡管如此，日軍為什麼舉兵台灣呢？起因要追溯到發兵的3年前。 

 

宮古島官吏遇害  以“征伐＂名義出兵 

 

琉球（今衝繩縣）宮古島的官吏等69人乘坐的船遭遇惡劣天氣漂流至台灣，其中54人被排灣族

殺害。“我們本想款待他們，卻要逃跑，以為是壞人。＂當地流傳著這樣的說法。 

 

但是，日本政府卻不這樣認為。要懲罰殺人者，正好借機把那裡的土地收入日本。這樣的想法

導致了出兵。 

 

政府內也有不少反對意見。當時的實力派人物之一木戶孝允為表示抗議，辭去了作為決策成員

的參議一職。 

 

即使今天看來也會覺得這是非常魯莽的出兵。戰斗中日本方面的死亡人數是12人，而因瘧疾等

在牡丹鄉入口的大門上方，裝飾有抗擊

日軍的排灣族造像。台灣屏東縣牡丹鄉 

攝影：片倉佳史 

排灣族居民正在傾聽台灣、日本學者圍

繞“出兵台灣＂的話題。台灣屏東縣牡

丹鄉  攝影：片倉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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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死亡者達500人以上，據說主要因為事先調查不周以及軍醫和藥品不足造成的。盡管最後使對

手屈服了，但某軍官發自當地的信中卻寫到“情況慘不忍睹。＂ 

 

何況台灣是中國（當時是清朝）的領土。向那裡派兵，清政府豈能坐視不管？也許日清（中國

稱為甲午中日戰爭）會提前20年爆發。 

 

為什麼在如此情況下仍決意出兵呢？ 

 

長年追蹤研究這個疑問的大阪市立大學名譽教授毛利敏彥將注

意力投向了當時的最高掌權者大久保利通。 

 

大久保在出兵的前一年，在圍繞著“征韓論＂（參照關鍵詞）

的政變中掌握了實權，但毛利教授認為這是重大失策。鹿兒島老鄉的

盟友、富有人望的西鄉隆盛因與大久保對立，辭去參議返回了故鄉。 

 

古往今來，大凡沒有聲望的政權所做之事大體相同。最先下手

的不是內政，而是外交。當時，已經開始行動的台灣出兵就在眼前。 

毛利教授認為：“以往總說大久保是被既成事實牽著鼻子才追認出兵 

的，其實他對出兵自始至終都很積極。＂ 

 

此外不能忽視在剛剛頒布征兵令後，不願服兵役的農民激烈反抗，揭竿而起。有學者認為，正

是因為政府想向民眾顯示征兵是必要的現實，所以才傾向對外戰爭。 

 

不僅僅是農民，被征韓論政變激怒的高知縣士族制造了襲擊與大久保共同執政的岩倉具視事

件。這些不滿情緒如不設法向外引導發泄，政權將岌岌可危。 

 

況且，在情緒不滿的士族中號稱最強的鹿兒島薩摩藩對“征台＂比“征韓＂熱心。薩摩從江戶

時代初期就開始統治琉球，殺害島民事件也都是他們所為。實際上，西鄉隆盛手下的300多人參加了

出兵台灣。 

 

但是，琉球也向清朝派遣使節，持續著日中“兩屬＂關系，這也成為同清朝的對立點。 

 

清朝付了賠款，播下了戰爭的“種子＂ 

 

中國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呂萬和認為：“那是極其冒險的軍事行動。大久保非常清

楚這一點。＂ 

大久保利通（1830～1878

年）：薩摩藩（今鹿兒島縣）

人，明治維新的核心領導

者。與“悲劇英雄＂西鄉隆

盛相比，大久保被認為是

“冷靜的掌權者＂，沒有人

緣。（圖片由國立國會圖書

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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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趕往北京，與清朝進行交涉。其過程從《大久保利通日記》

等資料來看，進行得相當艱難。 

 

“依照萬國公約（國際法），清朝的統治未及我們的出兵地。＂ 

“此言差矣！我們是以清國的方式管轄。＂ 大久保借助於法國人法律

顧問博瓦索鈉德（G.E.Boissonade）的主意以國際法相逼，對此清朝

反駁道：“難道你們不想遵守日清修好條約嗎？＂ 

 

日清修好條約，是指前一年剛剛開始生效的條約。對於不得不與

歐美等國簽訂了不平等條約的日本和清朝而言，這是第一個平等條

約，規定互不侵犯對方領土。 

 

結果，在當地英國公使的調停下，清朝支付了50萬兩（白銀），在承認日本的出兵“護民義舉＂

後，日本撤兵。呂萬和表示：“清政府軍事行動遲鈍，外交也太軟弱，大久保通過交涉轉敗為勝，

挽回了名譽。＂ 

 

在清朝被日本欺騙了的意識強烈起來。如果聯手日本，有助於本國對抗歐美。基此考慮而積極

推進簽訂日清修好條約的實力派人物李鴻章，不禁仰天長嘆： 

 

“泰西雖強，尚在七萬裡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 

 

從此，清朝即以日本為假想敵，加緊充實軍備。如果借用毛利教授的話來形容，就是“這裡播

下了日清戰爭的種子。＂ 

 

對清朝來說，承認琉球人為日本的“民＂是其最大的失敗。日本政府於翌年即向琉球下達了廢

止朝貢清朝的命令，4年後改為衝繩縣，使其完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 

 

衝繩大學的又吉盛清教授認為；“長期與中國保持宗屬關系的琉球脫離了華夷秩序，這作為中

華體制崩潰的第一步，意義非凡。＂ 

 

在當時中國也有人對朝貢國由此將發生連鎖反應懷有危機感。根據日清修好條約由清朝任命的

第一任駐日本公使何如璋在呈送清廷的奏折中如此寫到：“阻貢不巳，必滅琉球；琉球既滅，次及

朝鮮。＂ 

  

李鴻章（1823～1901年）：清末政

治家，也是推廣工業振興的“洋務

運動＂主導者。外交方面妥協較

多，被國內反對派稱為“軟弱外

交＂。 （圖片由國立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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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朝鮮  以軍艦挑釁炮台 

 

已經越來越成為現實了。為尋訪歷史現場，記者奔赴首爾。 

 

仁川國際機場位於永宗島。1875年9月，這個島受到日軍奇襲，有30多名居民慘遭殺害。事件

緣於日本軍艦“雲揚號＂向近鄰的江華島炮台示威，從而釀成炮擊戰。 

 

以江華島事件（韓國稱雲揚號事件）為由，日本脅迫朝鮮簽訂不平等的日朝修好條約，使其開

放門戶。這是美國佩裡艦隊脅迫日本就範在朝鮮的翻版。 

 

江華島與當年相比也變了模樣。與雲揚號交戰的炮台舊址“草芝

鎮＂像一座風景膫望台，旅游巴士和私家車魚貫而入，絡繹不絕。文

化觀光解說員朴成玉介紹道：“這裡是韓國與近代邂逅之地＂，又補

充說：“現在是距首爾很近的旅游景點。＂ 

 

針對江華島事件，近年又有了一個新發現，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

藏的雲揚號艦長報告書，比以往所知的雲揚號艦長報告書完成得更早。 

 

雲揚艦為補充淡水懸掛著國旗在靠近海岸時遭到炮擊。這是沿用

以往的報告書披露的日本方面的主張。然而，新發現的報告書對淡水

的事情只字未提，最初沒有懸掛國旗。 

 

記者采訪了翻閱過新史料的研究者之一、首爾大學教授李泰鎮。 

 

“迄今為止的報告書，是在會晤急於想了解事件真相的英國公使的前一天改寫的。第二天也給

法國公使看過了。主要是為了獲得英法的支持，想給他們留下朝鮮是不懂國際法的野蠻國家的印象，

為了更有利於推進條約交涉。＂ 

 

在當時的日本政府中，不僅有博瓦索鈉德，還有法裔美國人李仙得（C. W. Le Gendre）等外

國人顧問，出兵台灣時鼓噪“將來日本要占領台灣。＂ 

 

李教授對前面提到的有關江華島事件和條約的定論持有疑問：“日本逼迫閉關鎖國的朝鮮門戶

并許諾給予恩惠的說法，不正是以後日本方面強行合并韓國的主張嗎？＂ 

 

在江華島事件發生的兩年前，年滿22歲的朝鮮國王高宗宣布親政。高宗思想開化，認為不很好

應對國際交往，則無法賴以生存，因此開國不可避免。 

高宗（1852～1919 年）：12

歲即位朝鮮王朝第 26 代國

王。實施與其父大院君相反

的開化政策。為接受西洋文

明，很早在宮殿內引進電

燈。也有說法稱他是黃昏以

後處理政務的夜貓子。（圖

片由國立國會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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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教授繼續說道：“高宗認為開化需要借助於日本，因此對簽訂條約顯得非常積極。朝鮮有開

國的意願，在雙方同意下簽訂了江華島條約（日朝修好條約）。＂ 

 

雖然後來產生了對立，但條約簽訂時還是取得了雙方的共識。 

 

條約中寫到“朝鮮乃自主之邦，擁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 這意味著否定了清朝的宗主權，

後來也成為日清戰爭開戰的借口。關於這場戰爭，請看下一次特輯。 

 

▼ 關鍵詞  征韓論 

主張向朝鮮派兵以征服或迫其改變政治體制的論調，於幕府末期及明治初期在政府內外廣

為議論。在明治新政府成立後，朝鮮方面以日本的外交文書與幕府時代不符為由拒絕建立邦交；

加之 1873 年 5 月又傳朝鮮在位於釜山日屬宿舍門前張貼侮辱日本的標語，對此參議板垣退助在

內閣會議上主張以保護居留民的名義派兵；而西鄉隆盛則反對派兵，要求派遣自己作為大使去

朝鮮。 

板垣等人對此也表示贊成，并做出了派遣西鄉的決定，但因岩倉具視向天皇稟報此決定時

請求不要批准派遣之事，結果出現了在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了的派遣事項被中止的異常事態。 

 

（隈元信一、西正之、佐藤和雄） 



  

 19 

 

 

記 憶 的 形 成 

對於一個國家的形象以及歷史事件的整體性記憶是怎樣形成的？這

次圍繞在中國引起熱門話題的電視節目進行探討。 

 

 
中國電視節目 “冷靜正確地＂介紹日本 

 

由於小泉純一郎首相（當時）參拜靖國神社等政治行為，使得日中關系陷入最糟糕狀態。中國

方面將今年4月溫家寶總理對日本的訪問定位為“融冰之旅＂。但是就在這次訪問剛剛結束後，中國

社會科學院向北京、上海等地一千市民的對日意識調查中，回答對日本“不喜歡＂或“不知為什麼

就是不喜歡＂的超過6成。其中70%的人把理由歸為“歷史認識的不同＂。 

 

實施調查的是中國從事對日觀形成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傳媒調查中心主任劉志明。他認為，

“日中戰爭、侵略國家、殘暴行為，這樣的對日印象通過電視等影像產生了極大影響。＂ 而在去年

11月，電視台播放了“在描述日本的方法上有劃時代意義＂的電視節目。 

 

即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的歷史紀錄片《大國崛起》。對美國、俄羅斯等9個國家的現代化進

程分12集（每集約50分鐘）進行描述，是為了使經濟正在快速發展的中國汲取經驗教訓的節目。 

 

題為“百年維新＂的日本篇，穿插著評論家加藤周一等日中兩國專家學者的評論，演繹了從1853

年“黑船＂來航到戰後發展的過程，重點放在明治維新上。劉介紹說，“對中國人來說，明治維新

使人聯想到軍國主義的抬頭，絕沒有好印象。＂ 

 

可是，節目介紹了明治維新時期殖產興業、吸收海外文化的情況。評價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戰敗後能夠東山再起，也緣於明治維新時形成的人才培養制度等軟實力之功。出場人物將焦點

集中在變革時的核心領袖大久保利通、從殖產興業的角度選中的澀澤榮一、構建國家制度的伊藤博

文三人身上。而對日本向中國等發動侵略戰爭的歷史只是點到為止。 

 

日本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中心主任井出敬二公使說在觀看節目後留下了強烈印象：“節目甚至

介紹了在現體制下比較微妙的主題自由民權運動。這在中國頗為罕見。＂ 

 

據相關人士介紹，節目制作的起因緣於2003年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邀請歷史學者舉辦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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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題目是“15世紀以來的大國發展史＂。了解到這一情況的CCTV便開始了節目制作。 

 

在眾多歷史學者的協助下，從2004年初開始准備到開播，用時近三年。曾經留學日本、此次參

與日本篇制作的王克力認為，“以前描述日本往往突出戰爭，而這個節目著力冷靜客觀地介紹日本

情況＂，并強調說“感觸最深并最想介紹的就是學習并吸收海外文化的強烈欲望，（政府首腦歷時

一年十個月視察歐美的）岩倉使節團即是其象征性的存在。＂ 

 

CCTV在1980年代後期也曾制作了比較西洋文明、如何摸索中國現代化之路的歷史紀錄片《河

殤》。可是後來由於受到當局的禁播處分，至今在中國國內的電視上難覓蹤影。 

 

北京大學的宋成有教授（日本史）指出：“《河殤》的政治性太強，而這次的《大國崛起》重

點放在了傳達歷史事實上，而且與當時相比，改革開放進展的程度也不同＂；“目前中國面臨如何

應對全球化的問題。明治維新的哪些地方可以借鑑，同時也是重

新認識日本的一種嘗試。＂ 

 

節目制作成DVD和書籍，被擺在書店最顯眼的位置售賣。反

響已經飛越了國境。韓國的教育電視台負責人稱該片“客觀地描

述歷史，對韓國也具有參考價值＂，購買了播放權，并已在今年

1至2月播放。在大型企業三星電子公司，企業領導還號召職工收

看DVD，剛剛播完就有了反響。在觀眾的強烈要求下，決定從6月

25日開始重播。 

 

韓國延世大學的白永瑞教授（中國現代史）分析說：“在中

國的歷史研究和教育方面，近年形成了愛國主義和多元化歷史觀

這樣兩大潮流，而以“為了中國，學習外國的歷史＂為目的的《大

國崛起》兩者兼而有之，“對待日本，不能一味地反日，應該學習 

值得肯定的一面。＂ 

 

 

■ 專欄 記憶形成  短評  “鴉片戰爭＂的電影中  也有戰時娛樂大片 

 

以鴉片戰爭為題材的電影盡管不多，但熱門話題作品不少。 

 

近年有以《清涼寺的鐘聲》等蜚聲海外的中國著名導演謝晉執導的《鴉片戰爭》（1997 年）。影

片為配合香港回歸而制作，已在亞洲各地上映。制作費 1 億元（約 14 億日元），創當年中國最高紀

錄；為拍攝銷毀 2 萬箱以上鴉片的鏡頭，動員了三千群眾演員等，規模之壯觀成為話題。還聽說曾

擺在北京書店裡的《大國崛起》的

DVD。攝影：小宮路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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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請已故原皇太子妃戴安娜出演片中英國女王的角色，結果未能如願。此外，在中國還有 1950 年代

後期拍攝的作品，由著名演員趙丹主演的《林則徐》也廣為流傳。 

 

日本的牧野正博（後改為雅弘）導演執導的《鴉片戰爭》（1942 年）是一部較具特色的作品。

反映了戰爭時期的社會狀態，從反英的角度描寫，由於采用了音樂劇形式，亦可稱為一部娛樂大片。

主要演員均為日本人，原節子和高峰秀子聯袂扮演姐妹倆。作曲由服部良一完成，渡邊濱子演唱的

主題歌《風從海上來》經久不衰。 

 

另外同年還有“滿洲映畫協會＂和中國的電影公司合作拍攝了反映林則徐活動內容的《萬世流

芳》。由當時“滿映＂的明星李香蘭即山口淑子參演。幻影般的作品時隔 61 年後，於 2005 年在東京

京橋的東京國立近代美術館映像中心重新上映。 

（西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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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貝斯特博士 

   倫敦政治經濟學院（LSE） 

連載‧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 

—東亞近現代史上的 10 件大事是什麼？（2） 

 

■ 貶 毀 美 國 并 不 難，但 是…… 

     日本的近代始於何時？我認為 1863 至 1864 年的英國

艦隊炮擊鹿兒島（薩英戰爭）和四國艦隊炮擊下關（馬關戰

爭），意義重大。如果說在佩裡艦隊駛來時日本仍有“趕走

西洋人＂的意識，那麼這兩場戰爭使日本的激進派體會到想

通過訴諸武力驅逐外國勢力已經無可奈何，因而不得不開放

門戶。 

    在思考日本與朝鮮半島關系時，我認為重要的轉折點應

該是力圖實現朝鮮近代化的改革派金玉均未遂的甲申政

變。金玉均等人在日本政府暗中支持下決然起事，但後來遭

到暗算。自那以後，民族主義者轉變為反日派。日本繼續加

強了軍事統治的力度，日朝關系越來越惡化。 

 

    日俄戰爭的勝利和1905年的朴茨茅斯和約使日本增強

了“大國意識＂，也使英美萌生了對日本的不信任感。同年

簽訂的北京條約使日本獲得一部分中國鐵路，由此導致了後

來建立滿洲國、侵略中國。 

 

    可以說世界經濟大蕭條改變了20世紀30年代的世界經

濟結構。在日本，農業萎靡不振，城市裡失業人口劇增，由

此產生的不滿情緒動搖了政黨政治的根基，容忍了軍部的抬

頭。在世界範圍紛紛建立保護主義經濟區域化形勢下，日本欲以擴大在滿洲等的權益求圖生存。 

 

 

1964 年生於英國。專門研究近現代日本 

和東亞關系史，特別是一直追蹤和關注 

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歷史過程的分析。 

 

我 選 出 的 10 件 大 事 

①英國艦隊炮擊鹿兒島（薩英戰爭）和

4國艦隊炮擊下關（馬關戰爭）（1863～

64） 

②旨在實現朝鮮改革的金玉均武裝政變

（甲申政變）的失敗（1884） 

③ 朴茨茅斯媾和條約和同年的北京條

約（1905） 

④ 世界經濟大蕭條（1929～31） 

⑤ 日中戰爭的爆發（1937） 

⑥ 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1945） 

⑦ 美國占領日本及各項改革（1945～

47） 

⑧ 圍繞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發生的動亂

（1960） 

⑨ 尼克松訪華（1972） 

⑩ 廣場協議簽訂（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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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中戰爭的爆發本身是以偶然性衝突為起因的。但是不容忽視的是，日本從此面臨了一個戰略

性問題：即在與希特勒德國全面對抗的世界戰爭中充當重要的角色，超出了侵略中國以保證原料自

給的意圖。 

 

    投放原子彈的重要性無需爭辯。戰後盟軍實施日本占領的最重要因素在於為日本社會帶來了多

元主義。工會的權利、婦女參政權、民主選舉制度以及憲法第9條…。貶毀美國是輕而易舉的，但是

他們打造了相當穩定的戰後日本。 

 

    經常有學生這樣問我，實現保守聯合并組成了自民黨的1955年和因為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而

發生騷亂的1960年，哪個更重要一些？我的回答是1960年。盡管以安全保障為核心、致力於實現初

期“普通國家＂的岸信介路線，被繼承了吉田茂特色的池田勇人政權的所得倍增路線取而代之，但

這兩個潮流的交叉點具有重要意義。 

 

    尼克松訪華打開了繼美中關系之後的日中關系，而後不久開闢了兩國互為最大貿易伙伴的之

路。如果沒有1985年的廣場協議，就不會發生由日元昇值和投資過熱引發的日本的泡沫經濟，而沒

有泡沫經濟也就不會出現90年代的景氣衰退。因此難道不是現代史中極為重要的階段嗎？ 

 

    日本的近代頗耐人尋味的是，明治憲法體制在位於日本政治制度頂端的伊藤博文和松方正義等

元老提出政治方針的情況下能夠正常運行，而他們逝世後，內閣、樞密院、議會、陸海軍的權威序

列出現了紊亂。這是明治憲法體制的本質性問題。 

 

    有議論說，西歐列強在隨心所欲地實行帝國主義式的世界統治，責難日本的侵略行為就是偽善

之舉。即使可以稱其為偽善，但并不能因此就可以將日本的行為正當化。 

（采訪者：木村伊量）        
 

※ 標題設計得到了東亞日報網站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