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文化之內涵且具特色 1

日本文化之內涵及其特色

林景淵＊

摘要

日本文化雖然呈現著多樣化的特色，然而卻大多模仿自外國。

在古代發乎都學習自中國，十九世紀以後又集中學習西歐文明。

即使各種日本文化有極深的外國影子，然而這也不代表日本完全沒

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一和歌、能劇等的原創性極高。

在長期吸收外來文化的豐富經驗中，日本藉模仿、學習而進一步加

以改造，從而超越原創者。此外，日本人對新奇事物之高度關心，也是

促進文化進步之動力。

＊國立中興大學共同學科副教授

～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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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日本在歷史、地理上關係之密切是眾人皆知的。遺憾的是，

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日本的瞭解十分有限﹔甚至有一部份是錯誤的印

象。此種情形在近代中、日複雜關係的演變中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不

過大體說來，對日本文化的認知之缺乏﹔似乎沒有太大改變。

一般中國人對日本文化的印象是：

1. 日本的一切都學習中國，日本有的，也都是中國所有的。

2，日本是個擅長模仿的民族：特別是在文化方面，大抵都模仿中

國。

3. 由上面兩種思考可以推理：日本文化遠不如中國。（在中國人印

象中，學習、模仿都不可能超越原創者）

陳水逢氏在〈日本近代史〉乙書的序文中明確指出：

「我國有不少人對於我國有切身利害關係的日本，大都冷漠、糢

糊、輕視，甚至盲目排斥反對，其輕視日本的程度，以為日本的一切都

是中國的遺承，還在夢想日本借去的一頂破傘至今尚有大用，事事擺起

r 大國民』的架子。．．．」＠

事實上，關於陳氏所指陳的「日本的一切都是中國的遺承」之說

法，日本人本身也有相同說法。例如，加藤周一氏在〈日本社會、文化

之基本特徵＞＠一文中也明白的提到：

「在文化接觸方面，日本這個國度比較屬於單行道型。」

然而，只要稍微對日本文化發展歷史加以瞭解，吾人不難發現﹔加

藤氏所說的「單行道型」還有另一層重要意義。也就是，在中世紀以

前，日本文化所受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極深，也麓乎是唯一的「單行

道」：但是，近代以後，日本文化所受西方國家的影響又呈現了另一番

不同景象：這是不得不加以重視的。何況，在藝術作品方面，「奈良朝

以來，吸取中國文化別為日本持有風謂之製品，並覺其優秀絕倫，為之

歎賞不置 J ＠一此種現象在日本接觸西方文化以後也十分類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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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就日本文化的重要內涵、發展及傳承經過以及日本文化的特

色加以分析探討，以供國人認識日本之參考。倘能因此而引發國人對文

化之發展問題加以進一步思考，將是作者極大之榮幸。

、

「文化」一詞之內涵，原本極難加以界定得完美無缺。本文擬就實

際出現之範例加以列舉，再稍作進一步之探討。

日本官方探訪、評估並進而指定文物之單位為「文化財保護委員

會」（．一九五0年成立），指定之「文化財」包含：＠

a. 繪畫一佛教繪畫、「大和繪」＠、中國國畫。

b. 雕刻一金鋼造、乾漆造、雕塑、木造等之雕刻品。

c. 書法、典籍一包含日本、中國及佛教經典之部份。

d. 工藝品一金工、漆工、陶瓷、織染、甲胃、刀劍等。

e. 考古一重要地下出土古物。

f. 建築物等一神社、佛社、佛寺、城廓、廟宇、學校、教堂、住

宅、茶室（茶道用）等。

上述重要文物，截至一九八八年三月為止，共包含「國寶」文物

1034 件，「重要文化財」 11410 件。＠

此外，近年來積極整理的「無形文化財」（即傳統藝能技術）亦值

得重視。

它大約包含兩大類：

a. 音樂、舞蹈、戲劇一例如：箏曲、歌舞佳、能樂。

b. 陶瓷、織染、漆工、金工等工藝技術一例如備前燒、友禪、醇

繪。

再試就日本學者家永三郎氏所著〈日本文化史〉＠乙書所列舉之重

要文化事項 （參照該書所附之年表），約有以下各種：

﹒書史 一如〈古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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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一如〈古今集〉、松尾芭蕉之「徘句」

．佛教建築一如東大寺、中尊寺

﹒佛像一如東大寺大佛及金剛力士像

．神社建築一如平等院、東照莒

﹒小說一如〈源氏物語〉、〈令昔物語〉

﹒繪畫一如日本中世紀之「繪卷」

﹒茶道一（創始者干利休）

﹒歌舞使一如「假名手本忠臣藏」

．西洋技術一如槍砲、西洋醫學

．浮世繪一如廣重、歌嗜之作品

﹒近代小說一如盧梭、康德、達爾文等人之著作

接下來試以美國出版的一冊〈日本文化｝ (Japanese Culture) ®書中

闡釋的文化事項為例，稍事瞭解美國學者印中的日本文化：

﹒佛寺及佛像

﹒文學作品一和歌、徘句、小說、「物語文學」

﹒美術一繪卷、水墨畫、浮世繪

﹒音樂一神樂、雅樂、三日未線

﹒戲劇一歌舞佳、文樂

﹒近代文學一「洒落本」＠、「讀本」＠、隨筆

﹒建築設計一紙窗、紙門

﹒茶道

在西方學者日本文化的認識和評價方面，絕對不能遺漏德國建築學

家陶德 (Bruno Taut) 。日本京都之「桂籬宮」乃固他而聞名於世﹔也是

他喚醒日本人重新認識這一棟木造建築的之美。他在〈日本文化所見〉

特別對日本在若干表現上極為讚揚他以為日本之繪畫、雕刻、工藝、建

築等各方面均有相當高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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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化的面貌，在古代，受中國、朝鮮半島的影響很深﹔在近代

則轉為汲取西歐及美國之文化。

王曉秋氏曾指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點」＠是：歷史悠久、源遠

流長：範圍廣泛、方式多樣：影響深遠，意義重大。就這三個特點而

言，除了「時問」這個因素稍有不同以外，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發

乎雷同。

林語堂氏曾將日本所吸收中國文化的項目籠統的介紹，列舉出「陶

器、繪畫、棋藝、絲網、 j條汁、印刷、書法、銅幣、紙窗、燈籠、鞭

炮、祝火、佛道、宋代理學、孔子的王道主義、唐詩、品茗、嘗泉水、

植花、造亭、假山、花園。日本也由中國取得了許多民族節氣﹔就如正

月十五元霄節，七月十日牛郎織女相會七巧節，九月九日重陽節。」林

氏又說：「我不知道日本人喜愛螢火，是否也是從中國學去的。 J @l 

然而，吾人不得不留意的是，日本人在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經

過日本這個具有特殊性格的民族所反映出來的，又可以觀察出來(1) 學

習、抄襲成分較多的﹔（2）經過改造，已經具有日本特色的﹔以及（3）相當

具有原創性的。（亦即在學習目標國虔中不會出現的）這種上溯奈良、

平良（中國階層時期），下降至近代、現代﹔包容範圍從文物、典章、

制度，到日常生 i古用具及習慣等。大抵均可以前述三個特性區分之。以

下試就本文第二節所列項目為主，略作分析。

1. 學習之文化

一般說來，佛寺及教堂建築、佛像雕刻、佛教經典、西方科技

（槍砲製造、醫藥）、圍棋、水墨畫、油畫、紙窗。．．．．．．這些項目的

外觀、技術、成果與原有者相同或較為接近，學習、模仿的成分較

重。

只是吾人不能忽視的是，如間上文己提及的：日本古代學習中國

較多， 十九世紀以後轉向學習西洋各國。周佳榮氏曾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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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文化的攝取，實為日本自古至今的一實特色，文化的內涵

則隨著時代而有所轉換。」

「古代日本在大陸文明的薰陶下，形成一種頗具獨特性格的文

化，而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明顯可見。到了近代，日本改以西歐

文明為模仿和學習的對象，開展了耳目一新的文化面貌。」＠

2. 改造之文化

日文之「假名」、陶瓷、織染、服飾、甲胃、茶道（及茶室）

神社及廟宇建築、繪卷、浮世繪、神樂、三味線、「洒落本」、「讀

本」．．．．．．等。

這一類文化項目雖然可以追溯它學習的痕跡，但是，到了日本，

它有了不同面貌。

以「假名」而言，「平假名」是中文草書的省筆字，而「片假

名」則模仿中文楷書之部首。但這只屬於字形，其發音與中國毫無相

平﹔所以中國人也不知道「假名」是什麼？

日本古代木造建築大培學習自中國，這不會有太大疑問。然而，

有一些建築物呈現出來的面貌與中國大不相同。上文介紹的建築學者

陶德觀察日本各地不同的木造建築物，認為日本人透過獨特的美感，

使建築物生形形色色的變化：

「單純以木柱加以組合的日式住宅，也能賦予無限變化。」＠

高楠！！頂次郎氏也有相當深入之分析：

「日本人從食、衣，、佳，以至日常趣味，具有注入自然美的強烈

趨勢。在服飾方面之所以採取多色主義，乃是傾向以大自然色彩來裝

飾的緣故。將大自然的浩瀚偉大濃縮在一幅小小的掛軸，懸在 r 懸

禽』中，前面擺設插著花的花朵。連雨聲也加以細心品味感覺一春

雨、梅雨、秋冬陣雨、黃昏陣雨能加以傾聽，區分其不同韻味的，世

界上只有日本人辦得到。」＠

又， 以「茶道」而言，茶的種子由日本佛教僧侶榮西於宋代時攜

回種在京都及九州。然而，茶道儀式及「茶室」之建築，在中國來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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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過。岡倉覺三氏就特別分析茶道本身崇尚「殘缺、不完全」精

神，茶室建築之強調簡樸氣氛，採用安定色彩．．．．．．’這些都直接與日

本人的特殊民族性有關。＠

3. 獨創性文化

日本歷史約有一千六百年，這一千餘年幾乎都處於向外學習狀

態，如同上文所敘述的，其學習的範團十分廣泛。

然而，在眾多而複雜的項目以外，吾人依然可以清晰的釐清日本

人具有獨創性文化。

以文學作品而言，從最早的史書〈古事記〉之模仿中國古典，到

近代文學之模仿西洋各國之寫作技巧（如森鷗外之「浪漫主義」、坪

內逍遙早期之「寫實主義」），在在均有軌跡可循。然而，在文學作

品中，和歌、徘句卻絕對不是模仿的。在早期「假名」尚未出現的時

代，和歌確實以中國文字來表達。但是那只是「借音」而己，如同中

國佛經中之借梵字字音，字義完全不同。何況，和歌和徘旬的節奏，

乃是日本自古以來的傳承，與任何外來文化毫無關連。

再說結合文學、舞蹈、、音樂在一起的歌舞仗、能樂、文樂，其服

裝、樂曲，乃至舞台佈景（歌舞使舞台佈景裝飾中國唐詩的例子頗不

少見），雖然偶然也有中國文化的影子。但是，這些戲劇核心的謠

曲、舞步和整體氣氛，究竟與其他國度的戲劇是沒有關係的。

諸如此類，歌舞仗、能樂、文樂、徘句、和歌，吾人認定為日本人

獨創性的文化，應該不會有太大爭議。其背後如陶德氏所說的：

「日本人嗜好即興情趣，因此而產生而重視嚴格形式背道而馳的繪

畫、和歌。」

四、結語

筆者試將日本文化要項加以驢列如上文，並逐項加以瞭解及分析，

大約可以獲得以下的結論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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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個日本的文化發展史，發乎就是吸收外來文化的歷史。其在古代

學習中國蓄積了深厚基磁﹔近代學習歐洲，更開創輝煌局面。這其

中尤其包含許多複雜因素。徐復觀氏所謂：「德川三百年的學術，

歸根結底，都是宋明之學。」＠難免失諸武斷與偏頗。

2. 日本人之對吸收外來文化一直抱著積極態度，從一般常識加以理

解，則外來文化優於日本的因素是不容否認的。然而，另外的一種

重要因素是不可忽視的。那就是：日本人對新奇事物的高度闕，心。

近代啟蒙大師福澤諭吉第一次看到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一本

電學方面的書（Perimental Researches in Electricity) ，驚為天書，

發動了學友將最後一章利用三天兩夜，不眠不休的抄了一份＠（因

立即要將該書歸還持有者）。可是，當西方傳教士將數學、醫學等

傳到中國時，不僅大多數不感興趣，甚至被斥為無稽之談。自然，

「這些新知識（在中國）並沒有發生太大作用。成千上萬的中國

人，對待西學一竅不通。」＠

3. 不僅是高度的關心，日本人對外來文化的主觀選擇也是具有特色

的。在古代，幾乎全面照抄中國文人的F菁、唐時期，卻未曾引進科

舉制度和道教思想。在近代依然如此﹔「日本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

時是有選擇的，那個國家在某方面優秀就向那個國家學習。如醫學

向德國學、理學向法國學、工學向英國學、農學向美國學、政治法

律向普魯士學。」＠

4. 日本在長期而大量學習外來文化過程中，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遺

漏。林語堂氏指摘日本學習中國文化很久，但是「在他們的歷史

上，似乎從來沒一個大哲學家 J 。而且：「日本人缺少中聞人的合

理的精神、遠大的眼光，以及愛好和平與民主思想。」＠

5. 在民族性方面，：工崎玲於奈氏（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曾

指出： 日本人擅長於 「 集體創造 」， 往往不能在 「 個人創造」上發

揮＠﹔ 因此，在主要的發明、發現上乏善可陳。不過，從另一個角

度來思考，﹔工崎氏所謂的「集體創造」卻似乎正是中國人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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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中、日兩國歷史上文化的傳播、交流來看﹔正如同賴世和氏所指

出的：「中日兩國人民，歷史上一向是近鄰，但卻未有過十分親密

和相互非常了解的時候。」＠其原因，在十九世紀以前，「居住在

又小又遠的海島上的日本人，對中國人來說，似乎是無足輕重的。」

（同前引書）可是，甲午戰爭以後，中國留學生卻不斷湧向東瀛﹔

並且支離破碎的捨拾日本現代化技巧，而不能全面瞭解，吸收日本

文化的特長。這是十分可惜的事。

去歷史上，日本人逐漸將文化內涵滲透到民間，使藝術十分普及，擴

大文化、藝術欣賞、創作的層面，這也是值得吾人注意的。＠

總之，從歷史發展源流來看，日本人之積極、主動的吸收外來文

化﹔在他們的主觀標準下進行篩選和改造﹔從而發展出不同面貌的文化

景象，這是值得世人加以注意的。此外，日本人之努力保存、發揚固有

文化﹔從人類文明史的觀照來看，尤其值得讀揚。這一點，容有機會時

再作進一步探討。

ai~ 1.主

＠陳水逢：〈日本近代史〉，序。中華大典編印會。民國 57 年 5 月。

＠加雄周一：＜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的特徵＞’收入〈日本文化仿如

〈仇先形） ' 1984 年 7 月，學渡書店。

＠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自序。 1941 年，東京文求堂。

＠「大和繪」’泛指日本畫。在古代，又稱「矮繪」，以區別「唐繪」

平安特代以後則結合「繪卷」（畫卷），出現蓬勃發展，但室叮時代

逐漸沒落。

＠參考：文化財保護委員會編：〈國寶事典） 1961 年 6 月，東京便利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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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日本文化廳編印之〈我加國內文化 k 文化行政） P.292 ' 1988 年 6

月。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二版） ' 1982 年 3 月，岩渡書店。

® H.Pual varley:Japanese culfure.(Third Edition)198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酒落本」’江戶時代以花街柳港為題材的小說，代表作者如山東京

傳。

＠「讀本」’以文字為主（不以圖畫為主）的記事小說，風行於＋入、

九世紀。代表作者如：上田秋成。

＠即〈日本文化私觀〉，森仿郎擇。 1936 年 10 月，東京明治書房。

＠王曉秋：＜中日文化文流史的特點、分期和研究概況＞，收入〈中日

文化交流史大象 1 ，歷史卷） ' 1996 年 11 月，新江人民出版社。

＠林語堂：＜中日之國民性＞。刊登於 1937 年 3 月，〈西風〉月刊，第

七期。

＠周佳榮：〈近代日本文化學思想） ' 1995 年，商務印書館。（ 1985 年

2 月香港分館初版）

＠即〈日本文化私苑〉，森借郎擇。 1936 年 10 月，東京明治書房。

＠高楠）1嗔次郎：〈外國文化仿移入色其的發展） ' 1940 年 10 月，是文明會

事務所。

@The 弘ok of Tea, 1906 ﹔用倉覺三著，村周博譯：〈茶的本｝ ' 1929 

年 3 月，岩波書店。

＠徐復觀：〈日本建）的時代之儒學與明治維新＞，刊登於 1954 年 6 月，

〈三民主義半月刊｝ 28 期。

＠福j華諭吉 ：〈福翁自傳） ' P.91 。 1954 年 6 月，岩波書店。

@ Paul A. Cohen:Europe goes East﹔收入 Arnold Toynbee 編的 F hal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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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1973,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 梅寅生譯：〈湯恩比眼

中東方世界〉（下） P.140 ～ 141 。 1987 年 8 月，台北金楓出版公司。

＠鄭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 ' P.406 。 1996 年 7 月，杭州大學

出版社。

＠林語堂：〈中日之國民性〉。刊登於 1937 年 3 月，〈西風〉月刊，第

七期。

＠江崎玲於牽：（ 7 ;,( 1） 力之日本〉’ 1980 年 6 月，讀賣新聞社。

®Edwin 0. Reischauer: The Japane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中文譯本：〈日本人〉，孟勝德、劉文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0

年。

＠請參考 Masaharu Anesaki:Art, Life and Neture in Japan. P.5 Marshall 

Jones Company, 1993,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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