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朴英美，漢陽大學哲學系講師。北京大學哲學系

博士， 現爲漢陽大學哲學系講師。研究領域為明

清儒學， 中國近現代哲學， 韓國近現代哲學。

著有《初次閱讀的韓國現代哲學》、《現代新儒學

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合著。此外，還有〈儒

學與西洋哲學的相遇-以馮友蘭‘新理學’爲中

心〉、〈朴鍾鴻哲學中的傳統問題〉、〈‘中國哲學

的合法性’爭論的展開〉、〈啓蒙的現代性-中國新

左派的現實認識與志向〉與〈中國對現代新儒學

的接受和理解〉等論文。 

▎發表人：朴英美 

 
  



 

2 
 

19 世紀末韓中的近代認識：以《獨立新聞》和《天演論》為中心  

朴英美  

韓國翰揚大學哲學系講師  

 

 
一、十九世紀末的韓中情況 
  1894-5 年清日戰爭中，日本的勝利對韓國和中國來說都是巨大的衝擊。

日本的勝利被認爲是全面接受西方文明的結果。中國在 1840 年鴉片戰爭

之後向西方開放了門戶，韓國在 1876 年江華島條約後向日本開放了門戶。

從此韓國和中國不得不接受西方的“近代”。但韓國和中國都接受西方的“近
代”並不順利。早期有保守派的頑強抵抗，然而在確認了西方的強大力量之

後一些人主張維護東方的精神同時接受西方的技術的折衷觀點。朝鮮開化

派的“東道西器”和清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支持了折衷觀點。但是通過清日

戰爭， 確認了這樣的折衷已經不可能實現。這種認識成爲韓國和中國近代

的重要轉折點。  

  在朝鮮，從 1894 年到 1897 年，在開化派的主導下進行了廣泛的制度

改革。“甲午改革”改組政府，廢除科舉制度和身份制度，施行新教育等。

但他們未能說服保守派和大衆，最終失敗。甲午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開

化派沒有獲得政治基礎和大衆支持。此後朝鮮於 1897 年宣佈大韓帝國，並

將"大韓"命名爲國號。而且制定“大韓國國制”，實施加強帝權的"光武改革

"。光武改革的方向是“舊本新參”，即以舊法爲本，以新法爲參照。除加強

帝權外，大致繼承了甲午改革。這同樣是由國家主導的，從“舊本新參”中
可以看出，並不是全面接受西方。  

  在清朝，以康有爲為中心的變法派主張，清日戰爭的失敗是洋務運動

的界限。以後，變法派主張進行廣泛的制度改革，1898 年實行“戊戌變法”。
他們在光緖帝的支持下，推行立憲君主制，改革軍制，振興農工商業，廢

除科舉制，創辦西式學校等。但由於西太后等保守派的反擊，僅 103 天就

失敗了。戊戌變法也是在沒有強大的政治基礎和大衆支持的情況下實施的。

其展開和失敗的原因與朝鮮的情況非常相似。但朝鮮的改革停留在“舊本

新參”，相反，清朝的改革卻積極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甚至主張立憲君主

制。  

  清日戰爭之後，朝鮮和清朝都試圖廣泛的制度改革，但都沒有成功。 
我認爲其原因是開化派和變法派只專注於制度改革。他們忽略了，為了想

要成功近代制度改革，需要改變大衆意識。與此不同，1896 年創刊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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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聞》和 1898 年出版的《天演論》試圖轉換當時人們的傳統的觀念。

《獨立新聞》試圖重新理解“文明”，《天演論》試圖重新詮釋“天”。他們

認爲，  只有“文明”和“天”觀念的轉變，才能全面的改革社會。  

 

二、《獨立新聞》的“文明”轉換 
  19 世紀末，朝鮮開始使用“文明”一詞。文明是 civilization 的譯語。

civilization 是 18 世紀後期在法語和英語中形成的。其原意是開明的人類面

貌，開拓的自然風貌，文化產品面貌所呈現的一切結果，而與 19 世紀的

“歷史 ”、 “進步 ”相結合，成爲歐洲近代的象徵。如此，歷史上形成的

"civilization"具有科學和理性，人類生活的進步、成熟的禮儀、市民、國家、

啓蒙等多種含義。此外，在歐美帝國主義膨脹過程中，人們使用了野蠻

savagery-未開化 barbarism-文明 civilization 的等級， 從此它具有對“野蠻”、
“未開化”優越的意義。civilization 在日本被譯爲“文明”(或“開化”、“文明開

化”)。  

  “文明”一詞傳入朝鮮是在 1880 年代。“文明”新詞被介紹後，傳統文明

概念與新詞文明概念之間產生了矛盾。傳統上，文明是指人文或文化， 具
體來說，是指儒學教化。朝鮮儒學家們一直以儒學教化爲標準，徹底區分

文明和野蠻。在與西方開始接觸的時期，傳統知識分子認爲朝鮮是文明的，  
西方是沒有文明的野蠻。“東方=文明”vs“西方=野蠻”的對立觀念占主導地

位。因此，使用“文明”一詞不僅僅是一個新詞或新意的補充，而是需要選

擇是堅持還是放棄傳統文明觀的問題。因爲新詞“文明”就是表達西方的文

明，  即 civilization。  

  1880 年代開化派中，俞吉濬、朴泳孝等人所用的"文明"是西方文明的

含義。與此不同，另一位開化派金允植、申箕善等人持有折衷立場。這一

折衷立場基於“東道西器”。這是爲了守護道而要發展技術的觀點。他們主

張，“斥其教，效其器”， 排斥西方宗教，但接受西方的機器。但另一方面，  
他們告誡說：“西人之法蘇之教，遵法則教”，如果遵從西方，就會接受基

督教。這是堅持東方傳統道德和精神，接受西方發展的技術與機器，形成

富國強兵的思想。他們的文明觀不僅承認東方文明，也承認西方文明。當

然， 他們覺得東方文明更優越，但兩個文明並沒有以文明對野蠻對立。進

而，他們認爲東方的道德和西方的技術是可以共存的。這是修正傳統文明

觀，部分承認和接受西方文明。  

  “文明”觀念經過衝突和折衷過程來廣泛傳播，是《獨立新聞》的活動

造成的。《獨立新聞》於 1896 年 4 月由徐載弼主導創刊，1899 年 12 月 4
日停刊。這是最早的韓文專用報紙，分別制作了韓文版和英文版。1884 年

甲申政變後，所注重制度改革的開化派通過《獨立新聞》將改革的方向改

爲大衆啓蒙。他認爲，推廣和實踐“文明”是需要大衆的力量和支持(社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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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爲此，首先人們要瞭解西方文明。因此，報紙上頻繁使用“自主獨

立、文明富強”、“文明開化”、“文明進步”、“文明野蠻”、“開明”、“開化”
等詞語。於是，  "文明"被理解爲西方的文明，並逐漸成爲日常觀念。  被
少數知識分子所通用的概念通過報紙來迅速傳播到大衆中。  

  如此，“文明”觀念被顛倒了。人們把西方文明視爲普遍文明，“東方=
文明”的傳統觀念變成了“西方=文明”的新觀念。但“西方=文明”意味着“東
方=野蠻”。隨着“文明”被認爲西方文明，非西方的狀態或國家都變成了"野
蠻”。同時，“文明”成爲必須達到的目標。要達到文明狀態時，必有前提的

感情就是對野蠻狀態的羞恥。而且還要知道自己的野蠻狀態是什麼。《獨

立新聞》在版面上經常讓人想起大韓的羞恥，病痛和害處。因爲報紙的製

作者認爲，只有大衆知道野蠻的羞恥而改正它們，才能擺脫未開化的狀態

而建設文明國家。《獨立新聞》希望通過全面接受西方文明來擺脫野蠻， 
實現“富強與獨立”。爲此，大衆啓蒙是必不可少的，報紙成爲啓蒙的工具。  

  徐載弼選擇的啓蒙方法是《獨立新聞》的韓文專用和獨立協會的討論

會。《獨立新聞》選擇韓文專用是爲了以誰都容易讀的報紙來啓蒙大衆。

而且所主張廢除身份制度的開化派選擇的文字是韓文，而不是兩班等知識

分子所使用的漢文，這是理所當然的。爲了實現啓蒙的政治目標－建設國

民國家， 他們需要能夠與所有人容易溝通的文字。徐載弼一方面開展《獨

立新聞》的活動，另一方面成立獨立協會。1897 年 8 月到 1898 年 12 月，

獨立協會共舉辦了 34 次討論會。討論會的主題多種多樣，包括振興新教

育、開發產業、 伸張民權、自主獨立、衛生與治安、批評守舊派、反對利

權等。討論會不僅只有獨立協會的成員參加，也有普通市民參與，而自由

活躍進行。獨立協會的討論會也在推廣“文明”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後

成爲萬民共同會議的基礎。像這樣的《獨立新聞》和討論會的啓蒙活動，

不僅具有“文明”的傳播，而且具有近代公論場形成的意義。  

  對於 1880 年代以後一直試圖制度改革的開化派來說，文明化的核心

是建設近代政治體制的。《獨立新聞》主張社會各個方面的文明化，但他

們所想的文明化的核心仍然是政治體制的改革。因此，他們積極接受西方

近代政治思想，承認“天賦人權”。他們説：  

 每個百姓都有上帝賦予他們的權利，而這些權利是任何人都不

能剝奪的權利。  

 而且基於天賦人權，主張人民基本權利。  

主張生命，  人身自由和財產權，他們對政府要求：  

 人民生命財產遭受的傷害，是無論如何都要保護的事情。  

 （獨立）協會的目的就是不讓我國政府侵犯人民生命財產的權

利。  

主張言論(出版)，  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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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權自由是天生權  

 把言權自由帶給百姓，就是興邦之本  

沒有這個，國家就會岌岌可危。還有，《獨立新聞》從多個方面強調人民

基本權利（民權）的確立。  

一、主張一切權利在人民，人民是國家的根本。他們説國家的統治行

爲是代替人民的權利，所以人民是主人，官僚是奴僕。  

二、主張民權的確立與社會制度的改革密切相關。他們主張，廢除身

份制度，批判兩班人的封建意識，反對早婚制度，消除對婦女歧

視， 男女平等等。這些主張旨在批判封建社會的制度和習俗，形

成新的制度和習俗，培養自由的個人。  

三、主張人民參與政治。他們說人民對愛民的政府都要服從，但對不

愛民的政府要批評和阻止錯誤，這是人民的責任。  

四、主張民權的確立是走向“自主獨立”的道路。他們説要想自主獨立，  
首先要保護人民的權利。這是爲了培養力量，成爲富強的獨立國

家，必須培養民力，而爲了培養民力，必須保障民權。  

在韓國，civilization 經過與傳統文明觀的衝突，東道西器的折衷過程，被

認爲是普遍文明。如此將西方的文明認識普遍文明，意味着承認目前的野

蠻，未開化狀態，必須改正它們。這是文明觀念的徹底轉變。《獨立新聞》

如此將大衆啓蒙作爲報紙的方向，而且將近代國民國家的建立作爲啓蒙的

目標。 他們希望通過大衆啓蒙，改革政治體制乃至整個社會。如此通過“文
明”的轉換，讓大衆啓蒙並踐行新文明，這就是與以往開化派不同的《獨立

新聞》的近代構想。  

 

三、《天演論》的“天”轉換 
  19 世紀末，在東亞與“文明”一起廣泛通用的詞語是“進化”。“進化”是
引領東亞近代的概念。在日本，Darwin 的進化論和 Spencer 的社會進化論

的介紹和翻譯是在 1870-80 年代。在中國，1898 年嚴復在翻譯書《天演論》

中系統地介紹生物進化論和社會進化論。在進化論中，首次使用 evolution，  
“進化”一詞的人不是 Darwin，而是 Spencer。evolution 的最初含義是源於

物種變化的生物進化。這與“向更好的狀態前進的過程”的 progress 概念相

結合來，其意義擴展到宇宙的進化，人類社會的進步。因此，社會進化論

中將自然和人類社會都解釋爲進化的原理——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 (適者

生存)。  

  清日戰爭的失敗後，康有爲等變法派積極主張和實行制度改革。嚴復

與他們稍有不同，致力於直接介紹西方的近代學問和思想。他的主要譯著

如下：T. H. Huxley 《天演論》(1898)，Adam Smith『原富』(1902)，  H. 
Spencer 『群學肄言』(1903) 『天人會通論』，J. S. Mill『群己權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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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穆勒名學』(1905)，C. L. S. Montesquieu『法意』(1909)等。  嚴
復認爲，爲了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問題，不僅在於發展落後技術，更重要

的是掌握構建社會和建立秩序的根本原理。對他來說，其根本原理就是進

化的原理——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這與當時主張立即改革政治、經濟、

社會制度的變法運動不同。  

  《天演論》是翻譯 Huxley 的《Evolution and Ethics》(1894)的書。 Huxley
在這本書中批評了 Spencer 的自由放任型社會進化論，並提出了對進化和

倫理自己的主張。嚴復通過這本書向中國介紹生物進化論和社會進化論， 
但支持 Spencer 的觀點，而不是 Huxley。他認爲，社會進化論是關於"科學

可解釋，可預測的社會進步"的理論，所以應該以這個理論為基而建設中國

的近代。爲了實現這一構想，需要"知"的轉換和“天”的轉換。“知”的轉換意

味着擺脫傳統知識體系，“天”的轉換意味着對傳統根本（本體）觀念的重

新解釋。  

  嚴復認爲，學問必須以科學的方法和知識爲基礎，爲此，必須接受西

方的學術研究方法。這就是說需要“知”的轉化。他説：  

所講者雖爲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徑術，則格物家所用以

推證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盡焉：始於實測，繼以會通，而

終於試驗。三者闕一，不名學也。  

因此，嚴復非常重視邏輯學和認識論。還有他不承認道德認識的獨立地位，

主張道德認識也應基於科學方法和知識。這是對傳統知識體系，特別是對

程朱理學知識體系的顛覆。對嚴復來說，最重要的是先拋棄傳統知識體系，

吸收科學的方法和知識，而且在此基礎上重新確立根本原理。這是轉變“知”
觀念，據此轉變“天”觀念。  
  evolution 是生物進化與社會進步相結合的概念。在《天淵論》中，

嚴復將進化和進步與“天”聯繫起來討論。他將 evolution 翻譯成“天演”。  
當時，evolution 的翻譯語中已經通用了“進化”，但他沒有使用。傳統天

的含義包括上帝、蒼天、自然的因果等。其中“天演”的天就相當於自然的

因果。演是展開、擴大、演繹的意思。天演的字義是自然和人類展開，

而嚴復是將這詞使用為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進步的意思。在《天然論》

中，嚴復將 evolution 翻譯成天演，而批判傳統天概念具有的⓵  循環反

覆、⓶  不清的變化內在原理、⓷  道德根本的意義。然後根據進化論的

進化原理重新定義天概念如下：  

第一、  天在變化。  

嚴復說：  

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  

宇宙在不斷變化，人類社會也不例外。這也是中國傳統天概念中同樣存在

的思維。但問題是中國人認爲天的變化是一定週期的循環反覆的。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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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古以謂天運循環，周而復始。今玆所見，於古爲重規；後此復來，

於今爲疊矩。  

但人們認爲天的變化是循環反覆，這體現了復古的歷史觀。在這種歷史觀

下，人們不願改變和改善，而只會停留在迴歸過去或沿襲過去。嚴復指出，

這是中國遭受西方侵略的最大原因。他説：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嚴復希望中國人依靠社會

進化論， 擺脫循環歷史觀，接受進步歷史觀。他認爲只有這樣，中

國才能克服當前的亡國危機。  

第二，天以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爲內在原理發展並進步。嚴復說：  

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誰何？是名“天演”。以天

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  

他認爲，宇宙變化中有不變的內在規律，這是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周

易》《老子》等傳統思想中等也有關於現象變化中內在不變的規律思維。

但是他們並沒有說明變化的原理是什麼，而且變化帶來的發展和進步，即

向更高形態或更好的狀態轉變。嚴復確信，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是推動社

會發展和進步的根本原理。實際上，Huxley 在《進化與倫理》中主張，進

化並不一定只意味着從低到高的發展與變化。但嚴覆在《天淵論》中不翻

譯這部分，表明自己不同意  Huxley 的這一看法。  

  第三，人的道德也只是宇宙進化的過程。嚴復不承認道德認識的獨立

地位。這是對把天看作道德之根本（本體）的儒學和儒學仍然占主導地位

的中國社會的批判。他認爲，人的道德也是宇宙進化過程中的一部分。這

種主張與 Huxley 的觀點相衝突。Huxley 在《進化與倫理》中主張，人類

社會在初級階段受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的宇宙過程的支配，但之後的社會

進步受與宇宙過程鬥爭的倫理過程的支配。因此，他批評 Spencer 的“適者

生存”中包含的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將“適者”解釋爲倫理上的優秀。Huxley 
說：  

德賢仁義、其生最優。  

對此，嚴復以 Spencer 的說法駁斥了 Huxley：  

所謂物競天擇體合三者，其在羣亦與在生無以異，故曰任天演自然，

則郅治自至也。  

他主張，人類社會也是依靠宇宙進化的，因此人類社會的惡會自然消失，

善會自然增大。  

  嚴復將 evolution 翻譯成“天演”，正面批評傳統天觀念。對他來説，天

不再是循環反覆，形而上學的，道德的根本。天就是以生存競爭和自然選

擇爲內在原理，以發展和進步爲內容爲內容，人的道德也成爲宇宙進化的

一部分。嚴復接受社會進化論，批評傳統天，重新解釋天，這是因爲他認

爲如果中國人不拋棄傳統的天觀念，就無法改變中國社會。對他來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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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國最需要的是接受社會進步原理。如此通過“天”的轉換，改變中國人

最根本的觀念，這就是與康有爲等變法派不同的嚴復的近代構想。  
 

 
 
 
 
 
 
 
 
 
 
 
 
 
 
 
 
 
 
 
 
 
 
 
 
 
 
 
 
 
 
 

發表人之會議資料皆為初稿，如需引用須徵得本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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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ite, please ask for their per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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