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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國

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研究興趣為近代中國概

念史與詞彙史、思想文化史和當代歐美史學理

論，目前正在修改博士論文成為專書，並且主編

《思想史研究的新趨勢：全球、比較與跨國》（聯

經，2020）一書。曾發表“The Enlightenment turns 
to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concepts and their 
geographic dispersion”、〈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
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等文，主編《時代

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德／賽

先生‧五四運動研究書目》和《史家的誕生：探

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等書。 

▎發表人：陳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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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湯恩比與歐美文藝復興研究之反思 

陳建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926 年 11 月 5 日，胡適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發表演講“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日後研究比較文明史

卓然成家的湯恩比（Arnold Toynbee）時為座上客。1926 年 11 月 10 日湯

恩比致函胡適，內中提及自己已然聽過胡適三次演講，但仍希望有機會與

胡適當面會談。同年 12 月 12 日，胡適的日記中提及其與湯恩比晤談中國

與歐洲類似之處，對湯恩比的形容是「此君論國際事最有見地，熟於史事，

甚可敬」。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中庋藏有四封湯恩比致函胡適的信件，

從這幾封信件可以看出湯恩比正在構思爾後 12 大冊《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雛形，湯恩比的皇皇鉅作《歷史研究》是在 1934-1961 年間

陸續出版，其中的兩封信件顯現了湯恩比的研究興趣和胡適的（間接）影

響。  

湯恩比在 1926 年 11 月 10 日給胡適的信中自承，他長期以來對於不

同文明間的交互接觸及其影響有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古希臘與同時期其他

文明之間的關係。湯恩比認為以古希臘為例，古希臘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

的關係可以提供我們一個首尾完整的「探險」（adventure）。湯恩比認為

儘管中國與現代西方之間的關係尚處於開端階段，但未來還將以「世紀」

（centuries）之姿繼續發展下去。湯恩比在這封信中對胡適提及，他正在從

事「西方」對於現代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影響，希臘人就如同東方基督教

徒（oriental Christians），而這正與胡適所研究的對象有極大的相似之處。

湯恩比相信這些類似之處並非偶然事件，而是殊途同歸的情形，有以致之

的結果。  

湯恩比在 1926 年 12 月 24 日給胡適的信件中，又繼續與胡適談論相

關的看法。湯恩比坦言自己的研究興趣在於歷史上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研

究，因而希望可以從一個巨大的尺度（large scale）向胡適請教中國歷史和

西方歷史之間的比較。從這兩封信件來看，湯恩比已然發展其比較文明史

的研究取徑，並且因為參與了胡適的演講，發現胡適亦從這個角度切入中

西比較的視野，有一種「吾道不孤」之感。在這封信件中，湯恩比已然發

展出中西比較文明史的想法，例如湯恩比將秦朝和漢朝對比為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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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佛教對比為基督教、將漢、隋兩朝之間的歷史時段對比為中世紀黑暗時

代。  

        對照胡適日記的記載，胡適從 1922 年到 1926 年這段期間，在國

外的演講幾乎是以「中國的文藝復興」為主題。胡適在 1922 年應邀演講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Movement”（中國文藝復興運

動之意義），1926 年 11 月 9 日，則是在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演講“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中國的文藝復興），同年 11 月 18
日、23 日和 25 日則分別講演“The First Chinese Renaissance”（第一次中國

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國的文藝復興） 和在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講演“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這一

系列關於中國文藝復興的演講直到 1933 年 7 月，前往芝加哥大學擔任哈

斯克講座（Haskell Lecture）才匯為一帙，隔年以《中國的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Haskell Lectures）為名出版。  

湯恩比在其《歷史研究》第 9 冊（1954）的主題即是「文藝復興」，

內中關於中國文藝復興的部份，便情有獨鍾地大篇幅引用胡適的著作。湯

恩比在討論中國白話文學一節時，即引用了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而

且論點就與湯恩比 1926 年 11 月 10 日致函胡適的內容如出一轍，認為中

國的民眾（方言）文學的出現，就如同現代希臘如何從古典的理想原則中

解放一樣。根據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研究，湯恩比是在 1919-
1921 年開始起心動念撰寫《歷史研究》，1921 年 9 月開始陸續寫下《歷史

研究》全書框架的重要論點。 我們現在尚無直接證據可以證明湯恩比受到

胡適的影響（案：經查，湯恩比的檔案尚未被整理出版），但從湯恩比給

胡適的信件和《歷史研究》第 9 冊中徵引胡適的說法來看，湯恩比在伏案

寫作《歷史研究》之際，耳際應該縈繞著胡適嘵嘵不已的演講，心頭肯定

浮現了胡適的神情與身影。  

山室信一的名著《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中

描繪了西方的思想理念如何經由「西→日→中」的知識環流過程，傳進中

土的情況。山室信一說明了日本作為東亞知識交流的中介場域，「思想連

鎖」的歷史過程如何出現。在最近一次在臺灣的演講中，山室信一重新思

考這項知識環流的提法，提及了研究「断鎖」（missing link）的可能性。

若是以本文研究的「文藝復興」為例，過去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對譯

“Renaissance”的詞彙，是一項起源於歐洲、經由日本的翻譯，再傳進近代

中國的「和製漢語」。複雜一點的故事版本會是，這項詞彙先經由西方傳

教士翻譯成「文藝復興」，但不常被時人使用，要一直到日本採用了「文

藝復興」這項譯法，晚清留日學生才將「文藝復興」這項譯法帶回中土。

這樣的說法是現今學界普遍接受的論點。本文的提問不在於推翻現有的說

法，而在於意圖細緻化這樣的論點。前引湯恩比與胡適論學的內容，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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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山室信一所言「断鎖」之一例？甚至是思想的「逆流」？過去研

究歐洲「文藝復興」概念的學者，多將湯恩比之說視為是複數「文藝復興」

論述之先例，完全忽略了胡適這位來自中國的思想鉅子，可能在湯恩比構

思其文明史的論述時，產生不可或缺的影響。  

關於「文藝復興」作為一項指稱特殊歷史時段的詞彙，是出自於兩位

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米榭勒（Jules Michelet）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之手。1855 年，米榭勒在其《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中首創以「文

藝復興」用來指稱與中世紀分隔的歷史時段；1860 年，布克哈特在其名著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中，賡續闡發這個概念，自此建立中世紀的黑色形象：中世紀是

愚民的時代、知識晦暗的世界、是「黑暗時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則另闢蹊徑倡導「漫長又另類的中世紀」，刷新人們對中世紀的

印象。他所界定的中世紀，涵蓋了將近一千五百年，由 4 世紀羅馬帝國的

衰亡一直到 19 世紀初期的工業革命。這個觀點與過去時代劃分的最大改

變，是將「文藝復興」納入中世紀的一部份。「中世紀」一詞出現於 15 世

紀，是人文主義者用以區隔希臘、羅馬和聖經的「古代」與文藝復興的「現

代」。古今相較的觀念在中世紀初期已經存在，但在文藝復興之後的發展，

卻越來越突顯出中世紀的負面形象。如同勒高夫所云：這個黑暗時期，變

成古典與現代，兩個輝煌璀璨時代之間的一條陰影與光明之間的「陰暗隧

道」。對於勒高夫來說，這個漫長的中世紀持續有各式各樣的復興運動，

包括文藝復興在內，這正是中世紀的一大特色。在勒高夫看來，「文藝復

興時期」只不過是中世紀歷史中「一個傑出顯著但表面的事件」；是中世

紀眾多文藝復興浪潮中的其中之一。許多長久持續且具有意義的歷史現象，

都超越了這種歷史分期。  

1948 年，佛格森（Wallace K. Ferguson）在其《歷史思想中的文藝復

興：五個世紀的詮釋》（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Five Centuries 
of Interpretation）中，由地理空間的面向切入，討論德國、法國和英國對義

大利文藝復興的不同詮釋，認為「文藝復興」乃是以歐洲整體空間作為尺

度的現象，並非侷限於義大利一隅。佛格森縱筆所及從十五世紀人文主義

學者的詮釋以迄十九世紀布克哈特對「文藝復興」的闡發，等如是提供讀

者對布克哈特和後布克哈特時代對「文藝復興」的詮釋與回應，可謂提示

思考複數「文藝復興」研究的濫觴。誼屬同一世代的文藝復興研究專家巴

倫（Hans Baron），就曾為文介紹佛格森此書，並將這本著作允為「開創

性的作品」。佛格森是從時間的遞嬗和地理空間的差異，切入討論懷持不

同思想立場的論者，如何詮釋「文藝復興」，他本人並未使用複數的文藝

復興此一概念。與此同時，藝術史家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於 1944
年發表〈文藝復興和重生〉（“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一文，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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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義大利「持續的」（permanent）文藝復興現象相較，早前出現的「復興」

（revivals）在學術、藝術和文學的成就上歷時較短，尚屬「中世紀現象」

的一環。因此，縱有發生在西元 8 世紀晚期至 9 世紀的卡洛林文藝復興

（ Carolingian Renaissance）以及其後的「奧圖文藝復興」（ Ottonian 
Renaissance）與十二世紀文藝復興，因其範圍相對較短且範圍有限，潘諾

夫斯基將這些早期的復興描述為「重生」（Renascences）或「不完全復興」

（not-quite Renaissances）。潘諾夫斯基所為在於確指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對

手方：早期的文藝復興運動，告訴我們不得忽略在 14 世紀之前的文藝復興

現象，雖然潘諾夫斯基仍固守作為單數大寫的義大利文藝復興。  

英國人類學家古迪（Jack Goody）在 2010 年推出的《文藝復興：一個

還是多個？》（Renaissances: the one or the many?）正式敲響複數「文藝復

興」研究的省思。在這本書中，古迪之作是利用二手研究進行歸納，試圖

在全球史的脈絡下討論「西方的興起」這項主題，古迪要質疑的是作為西

方現代性出現關鍵時段的「文藝復興」，是否真有其獨特的地位？古迪的

作法是檢視歐亞大陸上其他被使用「文藝復興」來稱呼的時期，並將義大

利文藝復興與其他的文藝復興進行對比。因此，在古迪筆下，出現了伊斯

蘭世界、猶太教、印度和中國的文藝復興。古迪並非要去抹滅文藝復興之

於歐洲的重要性，而是要質疑文藝復興的獨特性，試圖檢視歐洲以外的區

域，對於歐洲文藝復興的貢獻。對於古迪而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義大

利文藝復興顯然是獨特的歷史現象；但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則不應將「文

藝復興」單單看作是專屬於歐洲的經驗。  

海德堡大學現代史教授麥森（Thomas Maissen）與漢學系教授梅嘉樂

（Barbara Mittler）於 2018 年合著出版《為什麼中國沒有文藝復興，以及

為何重要？──跨領域的對話》（Why China did not have a renaissance - and 
why that matters: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一書則是繼之古迪而起的作

品。該書採取兩人對話的形式，論辯“Renaissance”這項源自歐洲的歷史概

念，能否向外傳播至世界不同地區與族群。這本書採取全球思想史的框架

討論作為歷史分期概念的文藝復興是否適用於歐洲以的地區。研究歐洲近

代早期歷史的麥森採取否定的態度，認為歷史分期的概念只適用於單一國

度，不能外銷出口到其他國家。研究其他地區的文藝復興，對於認識大寫

的“Renaissance”並無助益。麥森認為研究者可以進行比較研究，但無法置

放一個非原初發展的概念到另外一個區域之上，即便在全球史的領域之中，

所謂的相似性和同一性更是建構歷史敘事不可或缺的要素。當非歐洲的其

他地區也使用「文藝復興」時，在某種程度上就代表服膺了歐洲的「文藝

復興」模式（model）。因此，所謂的“Renaissance”仍是 14 至 16 世紀義大

利的文藝復興（ Italian renaissance among many renaiss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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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嘉樂的反對意見則是“Renaissance”是人類共有的歷史（History-in-
common）。這項「共有的歷史」並非意指我們共同擁有一套可共享的過去

（not the History of a shared past that we all have “in common”），而是過去

的這段歷史是立基於不同類型的經驗證據的「共有」聯合閱讀，我們因而

能夠在全球範圍和尺度之中，伴隨著對時代框架的嶄新觀點，能夠在經驗

上和比較基準上，對這些時代框架不再以相似性和普遍性視之，反之是尋

找變化性與差異性。梅嘉樂由此重新思考大寫的 Renaissance 三種層次：第

一，單數大寫的“the Renaissance”是專屬義大利與西歐的文藝復興。第二，

作為「時代類型」的文藝復興（chronotype Renaissances），字首仍舊是大

寫的文藝復興，意指其他地區的歷史行動者受到前一種文藝復興影響所形

成的複數文藝復興。第三，小寫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renascence），是

一種通用的、類型學的或認識論的範疇。  

  本文將先就歐美文藝復興研究的概況進行爬梳，次則針對複數的「文

藝復興」研究進行探究，末則將以近代中國的「文藝復興」研究作為討論

之例，反思複數的「文藝復興」研究能夠給予我們什麼樣的思考模式，這

涉及到本文的主題是「文藝復興在中國」還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in China or a Chinese Renaissance）這項命題。若是採取前者

的說法，我們便是接受前引麥森的論點，認為文藝復興是專屬於歐洲的概

念，因而我們會將胡適對比為人文主義學者佩脫拉克（Petrarch），將五四

新文化運動對比為文藝復興，在中國的內部情境中，找尋可以對應歐洲文

藝復興理念的各色人事物和思想。這樣的作法忽略了佩脫拉克終其一生仍

是以拉丁文作為書寫的大宗，將胡適對比為佩脫拉克，恐怕仍是從外部觀

察歐洲的「文藝復興」，以致於眼光失準，仍是停留在單數大寫「文藝復

興」的框架當中。若是採取後者，我們便是接受梅嘉樂的看法，認為有一

個以中國為主體的大寫文藝復興，這樣的作法不在於去除歐洲中心論（de-
center），而在於重新置放中心（re-center），重新以中國作為挪用歐洲「文

藝復興」概念的地方行動者為中心。本文無法否認「文藝復興」就是一個

源於歐洲的概念，但「文藝復興」在概念旅行的過程中，的確可以不必與

歐洲的母國亦步亦趨，而可以擁有一個專屬於中國的「文藝復興」故事。 

 

關鍵字：文藝復興、概念史、全球思想史、比較思想史  
 
 

發表人之會議資料皆為初稿，如需引用須徵得本人同意。

Presenters’materials are working drafts;  
to cite, please ask for their permissions. 


	▎發表人：陳建守
	胡適、湯恩比與歐美文藝復興研究之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