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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維新運動時期政治宣傳中的宣傳冊子* 

八百谷晃義** 

摘 要 

最近學術界關於維新運動的討論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是對維新運動影響士紳社

會方式的關注。很多學者撰文討論維新派通過報刊、學會和學堂等新事物對士紳社會

造成的影響。對維新派用報刊的宣傳活動，學術界已經累積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

當時還存在使用宣傳冊子的宣傳方式。筆者在本文中介紹維新派使用宣傳冊子進行宣

傳活動的樣態，並指出當時不僅維新派用宣傳冊子，反對維新運動的保守人士也積極

使用宣傳冊子進行宣傳。保守派此種宣傳方式，違背了他們當初的意圖，最終導致了

士紳社會輿論空間的擴大。 

關鍵詞：維新運動、宣傳冊子、葉德輝、《翼教叢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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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過去學術界研究維新運動時，把主要關注點放在康有為、梁啟超等骨幹分子的思

想和行動上。維新運動剛成為歷史研究對象時，學術界首先要了解該運動最先進的成

分是什麼？或者想知道運動領袖有何種思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不過，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發生的中國近現代史學界整個研究框架的變化，以及陸續被發現和整理的新

史料，給維新運動史的研究領域也帶來了新的研究方向。最近維新運動研究的關注點

不再局限於康、梁等骨幹分子的思想和行動上，而很多學者開始注意到參與或支持維

新運動的其他人物1，甚至關注反對維新運動的保守人物2。除了這一點以外，另外一

個值得重視的方向是對維新運動影響士紳社會方式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撰文討論

維新派通過報刊、學會和學堂等新事物對士紳社會造成的影響3。 

關於維新派報刊所起到的啟蒙和宣傳作用，學術界已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果。不

過，維新運動時期的士紳所使用的宣傳工具，並非只有報刊。此時的士紳還使用了比

報刊更簡便的宣傳冊子（pamphlet）。另外，在當時積極展開宣傳活動的，並非僅有維

新派一方。實際上，反對維新運動的部分士紳，也著力宣傳其反對變法的立場。 

過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維新運動時期的宣傳冊子，也是有理由的。宣傳冊子的內容

一般都只是章程，或一兩本奏摺等文章而已，其分量不多，而且一般都見於其他報刊

或著作中，並非是只在宣傳冊子上才能看到的。因此在過去維新運動研究中比較熱門

                                                     
1 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茅海建，《戊

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馬忠文，《晚清

人物與史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等著作，應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成果。 
2 比如，羅志田，〈近代湖南區域文化與戊戌新舊之爭〉、〈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王先謙、

葉德輝與戊戌前後湖南新舊之爭〉，羅氏，《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北京師範

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38-65、66-104；八百谷晃義，〈光緒戊戌年における反變法活動の

意味〉，《史林》93卷 6號（2010 年 11月），頁 63-95等。 
3 李文海，〈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學會組織〉，胡繩武主編，《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長沙：湖南

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48-78；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3 年）；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介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

鄉出版社，2005 年）；王天根，《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的建構》（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2008 年）；八百谷晃義，〈清末變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學會の政治的活動〉，《歷史學研究》第 901

號（2013 年 1 月），頁 35-55；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新型傳播媒介的浮現與

讀書人新的生活形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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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框架中，宣傳冊子的史料價值自然很低。不過，若要注重維

新運動時期啟蒙和宣傳的意義，宣傳冊子作為實際宣傳工具之一，自然有其不可忽視

的意義。筆者相信，如果能復原士紳製作並散布宣傳冊子的情況，並能指出它在當時

政治鬥爭中的意義，必定可以向學術界提供維新運動時期啟蒙和宣傳活動更生動的樣

態。另外，像宣傳冊子這種小冊子，不用說在維新運動當時，在運動結束後的很長時

間裡，也不會被當成認真收集並收藏的對象。不難想像，宣傳冊子即使在當時的政治

鬥爭中起過一定作用，但在很多時候它被隨拿隨閱也隨丟失，現在留存下來的極少，

很難依靠實物進行研究。本文也基本上依據書信、日記和報刊等史料收集跟維新運動

時期宣傳冊子有關的零碎紀錄，再介紹筆者所能看到的少數宣傳冊子的實物，盡可能

復原維新運動時期知識分子使用宣傳冊子進行宣傳的樣態。 

本文所謂宣傳冊子，具備以下條件。一：與報刊一樣，有將自己的主張訴說與讀

者，並試圖拉攏讀者的內容。二：並非像書信那樣寫給某一個特定對象，而以非特定

的多數人為對象，並且用印刷技術大量複製。三：並非是自成體系的大部著作，而是

只有章程、宣言文等分量不多的內容，便於散發。四：原則上是無需用金錢購得的4。 

關於保守派反對維新運動的宣傳，廣為人知的是政變後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出版的

蘇輿編，《翼教叢編》5。作為反對維新運動以及反康有為思想的文章結集，有很多論

著從思想史的角度對此書進行討論6，部分學者已經明確指出其作為反變法宣傳刊物的

                                                     
4 可能對很多製作者而言，宣傳自己主張和他所屬團體的需要，高於製作小冊子的費用以及它可

能帶來的經濟利益。不過在宣傳冊子流通的過程中，尤其在被翻刻的時候，或許無法完全排除

因商家的介入進行金錢交易的可能性。而且重要的是，雖然是為了利益，商家的介入客觀上會

為宣傳冊子的流通和政治主張的擴散提供更有利的條件。關於這一點，筆者尚無充分的材料，

無法進行深入的討論。但可以推測的是，宣傳冊子的內容分量不多，它可以帶來的利益不能與

一般的書籍比，因此商家只為了經濟利益翻刻宣傳冊子之舉，肯定不多。 
5 在本文引用《翼教叢編》時，均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籍整理叢刊本（蘇輿編，楊菁

點校，蔣秋華、蔡長林校訂，《翼教叢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 
6 大塚博久，〈《翼教叢編》における政治思想──清末變法運動の展開と反動派の動向につい

て──〉，《山口大學文學會志》第 19 卷第 1 號（1968 年），頁 51-62；有田和夫，〈《翼教叢

編》考〉，《東京外國語大學論集》第 31 號（1981 年 3 月），頁 317-335；謝慶奎，〈抱殘守

缺的張本──讀《翼教叢編》〉，《政治研究》1984 年 1 期（1984 年 4 月），頁 92-99；曹立前，

〈蘇輿與《翼教叢編》〉，《歷史教學》1996 年 2 期（1996 年 2 月），頁 56；丁亞傑，〈蘇輿《翼

教叢編》與晚清經學今古文之爭〉，《第四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國立中央

大學中文系，1998 年），頁 43-62；丁亞傑，〈《翼教叢編》的經典觀〉，《湖南大學學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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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7，但很少有學者注意到在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實際刊行之前《翼教叢編》醞釀的過

程。本文通過對湖南保守派宣傳活動的討論，擬指出《翼教叢編》的成書在保守派宣

傳活動上的意義。 

二、維新派的宣傳活動和宣傳冊子 

(一)維新派骨幹分子在上海、北京地區的活動 

在本章，筆者擬介紹維新派使用宣傳冊子的情況，首先是康、梁等維新派骨幹分

子在上海、北京兩個地區運用宣傳冊子的活動。 

光緒二十一年，汪康年因甲午戰敗認為「非變法不足以圖存」，在湖北「有創設

中國公會之議，期於聯合同志，共同研究，草擬章程，先在湖北與諸同人商議，又特

至上海與諸名流集議」8。在汪康年與同人商議開會時，似有單行的〈中國公會章程〉

在同人中流傳。汪立元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給汪康年寫信索要「尊訂四種〈章

程〉」9，收到後說「尊訂〈公會章程〉」10。由此可知汪立元收到的四種〈章程〉中有

〈中國公會章程〉。筆者目前尚未找到單行的〈中國公會章程〉為印刷品的證據，有可

能它只是用手鈔的方式流傳而已。但是，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成立之上海強學會的〈章

程〉，可以確定在上海強學會成立時已有印刷的宣傳冊子。黃紹箕於光緒二十二年六月

十三日給汪康年寫信說，「兄去年所刻《學會章程》，弟回家後多為有人攜去，請寄賜

數分」11。黃紹箕是與其父黃體芳一同在《強學報》第一號的〈上海強學會章程〉上

                                                                                                                                                

會科學版）》4 期（2004 年 7 月），頁 31-40；張晶萍，〈從《翼教叢編》看葉德輝的學術思想〉，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4 期（2004 年 7 月），頁 41-48；楊菁，〈導言〉，

《翼教叢編》，頁 1-50 等。 
7 有田和夫，〈《翼教叢編》考〉，頁 317-318。 
8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頁 58。〈中國公會章程〉全文見於同

書，頁 58-64。中國公會最終未能成立。 
9 〈汪立元·一〉，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頁 1017。 
10 〈汪立元·三〉，《汪康年師友書札（一）》，頁 1020。 
11 〈黃紹箕·七〉，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頁 2304。黃紹箕在信中談及光緒二十二年正月成立的官書局，因此可知此信寫於光緒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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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的同人12，因此信中所說〈學會章程〉應是〈上海強學會章程〉。黃信中的「刻」

字，說明〈上海強學會章程〉有印刷的單行版本。除了黃信以外，《汪康年師友書札》

還收錄了與〈上海強學會章程〉相關的不少書信，內容多為請求郵寄的委託信和報告

收取狀況的收據回執等13，此等書信說明，作為宣傳冊子的〈上海強學會章程〉，有一

定的流傳範圍，並且在湖南還出現了翻本14。 

維新派最有影響力的報刊《時務報》於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創刊。《時務報》

館的核心人士在準備創刊時，也積極使用宣傳冊子。據梁啟超的交代，《時務報》創辦

人黃遵憲、吳德潚、鄒淩瀚、汪康年和梁啟超五人，由梁啟超擬稿後經過黃遵憲改訂，

起草了共三十條的〈時務報公啟〉。他們將〈公啟〉「釘成一小本，自（光緒二十二年

－筆者註。以下同）四、五月間，即分送各處同志；至第一期出報時，用單張夾在報

內」15，單張版〈《時務報》公啟〉印數為一、兩千張16。《時務報》館開展的宣傳工作，

可謂規模不小。 

關於〈《時務報》公啟〉，葉瀾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說道，「〈報館章程〉交到不列

名者二百分，頃已去刻戳，去鄒（淩瀚）、吳（德潚）名，增王、錢名，印入〈公啟〉

後，將來即日分交」17。此信說要調整在「不列名」〈報館章程〉中的創辦人姓名，由

此可知，此處的「名」並非是創辦人的姓名，而是創辦人以外的支持者的姓名，或是

像刊登在《時務報》第十八、三十七、五十二冊報末的捐款者姓名的名單。〈《時務報》

                                                     
12〈上海強學會章程〉，《強學報》（《強學報·時務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影印本）），第 1

號，影印本冊 1，頁 15。 
13 〈汪立元·一〉、〈汪立元·三〉，《汪康年師友書札（一）》，頁 1017、1020；〈夏曾佑·八〉，上海

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1320；〈葉瀾·一〉、

〈龍璋·二〉，《汪康年師友書札（三）》，頁 2602、3038；〈田其田〉，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

友書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 3538等。此外，宋恕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

二十五日收到梁啟超所寄〈強學會啟〉。見宋恕，〈乙未日記摘要〉，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

中華書局，1993年)，冊下，頁 935。 
14 姚文倬於光緒二十二年三月朔日的信上說「〈強學會章程〉甚善，……惜湘本翻刻太劣，訛

字頗多」。見〈姚文倬·一〉，《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 1237。姚信只署月日，但文中提到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文廷式被劾一事，由此可知寫於光緒二十二年三月朔日。 
15 〈梁卓如孝廉述創辦《時務報》源委〉，《知新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出版社，1996 年影印本)，第 66 冊，影印本冊上，頁 901。 
16 〈黃遵憲·十〉，《汪康年師友書札（三）》，頁 2334。 
17 〈葉瀾·十六〉，《汪康年師友書札（三）》，頁 2545。引文中的「王」、「錢」所指為誰，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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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啟〉有「列名」和「不列名」兩種，這一事實值得注意。《時務報》館不僅公開了報

館中核心人物的姓名，還積極公開其他支持者的姓名，顯示廣大士紳對他們的支持。 

吳德潚的姓名從〈《時務報》公啟〉中被刪除，是因為他在《時務報》創刊前已

回四川探親18。另外一名鄒淩瀚，約在光緒二十二年七、八月間給汪康年寫信說，「弟

之不欲出名，緣前次強學會將弟捐款刊入報中，頗受人諷誚。今公度（黃遵憲）觀察

來書，以弟首與倡議，欲仍列名，請照公度觀察之意辦理亦可」19。據此信可知，鄒

淩瀚一旦同意在〈公啟〉上署名，但後來還是不願意出名。類似的例子還有瞿鴻禨。

瞿鴻禨收到汪康年寄來的《時務報》，說「大館之設，意在覺世，孤懷閎識，極用佩仰」，

表示他對《時務報》館的支持。不過他同時說，「惟有時議論恢張，不能無矯枉過正之

弊，如所列〈知恥學會前序〉，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授人口實，大率在此。尚願吾弟

少加謹慎，留意選收，既保令名，亦全盛舉」，提醒汪康年不要讓報中的議論太誇張。

瞿鴻禨給《時務報》館捐番銀一百元，但要求汪康年「乞勿登報」20。鄒淩瀚和瞿鴻

禨的例子說明，在此時即使是支持《時務報》館的士紳，也有不少人怕招致朋黨的責

難。關於「列名」和「不列名」的兩種〈公啟〉，據梁啟超所說，在汪康年擬發送湖南

的〈公啟〉中「有名者百本，無名者四百本」21，「無名者」版的發送數是「有名者」

版的四倍。這兩種不同版本的〈公啟〉及其發行數的比率證明了他們尚處於過渡時期，

在想要公開自己的組織和成員的同時，又不得不顧慮士紳社會對朋黨的警戒，因此他

們仍不敢向非特定的多數人士完全公開自己。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首倡的保國會在北京粵東會

館舉辦第一次集會。天津的《國聞報》報導說，「上自京寮以及公車應試之徒，來會者

凡數百人」22。保國會是在維新運動時期的學會運動中，有劃時代意義的學會23，真如

                                                     
18 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 56。 
19 〈鄒淩瀚·二〉，《汪康年師友書札（三）》，頁 2822-2823。此信未署寫作時間，但信中說「三次

報攜歸閱讀」，《時務報》第 3 冊為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發行，由此可以推測大概的寫作

時間。 
20 〈瞿鴻禨·一〉，《汪康年師友書札（三）》，頁 3100。 
21 〈梁啟超·十三〉，《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 1837。 
22 〈書保國會題名記後〉，《國聞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光緒二十四年

閏三月二十九日，影印本冊 2，頁 237。 
23 關於這一點，參見八百谷晃義，〈清末變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學會の政治的活動〉，頁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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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聞報》的報導所稱，「本朝二百五十餘年士大夫，不奉朝旨，毅然引國事為己任，

不顧成敗利鈍，斬斬而決之吾之一心，而其徒從之者又如是其盛，蓋未之前聞也」24。

保國會在第一次集會上擬定〈保國會章程〉，將〈章程〉由梁啟超向《國聞報》館的夏

曾佑提供請其在報上刊登25。《國聞報》還替保國會公開了入會者和參會者的名單26。

御史潘慶瀾在其閏三月十二日的奏片中說，「臣聞，最近京城內外有所謂保國會者，刊

刻〈章程〉，邀集徒眾」27，《申報》在政變後的九月三十日報導稱「當康逆（有為）

強列各人姓名於會中，聞者譁然，紛紛函請除名，康逆皆置之不答。及見所刻〈章程〉，

種種悖謬，皆怒形於色」28。由此可知，保國會除了利用報刊進行宣傳以外，還將〈保

國會章程〉刊行加以宣傳。 

(二)往內地的流傳和翻刻 

如上述，維新派使用宣傳冊子的宣傳活動具備了相當大的規模，從上海強學會、

《時務報》以及保國會等康有為、梁啟超或汪康年等維新派骨幹分子積極參與的事情

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積極使用宣傳冊子的例子。但是，使用宣傳冊子宣傳維新運動的，

並不是只有康、梁等骨幹分子。遠在陝西西安的味經書院山長劉古愚，在附設於書院

的時務齋，「設法購活字鉛版及印書器具一架，擇各報之有用者，每月排印一冊，散給

                                                     
24 〈書保國會題名記後〉，《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影印本，冊 2，頁 237-238。 
25 〈擬保國會章程〉，《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七日，影印本，冊 2，頁 190。梁啟超將

〈保國會章程〉寄給夏曾佑，據梁氏於閏三月十五日與夏氏信中說，「京中臥病，辦保國會，昨

十二日為潘慶瀾所劾。今上神明，謂會能保國豈不大佳，遂爾留中，吾華之興廢有自乎。附〈章

程〉請其事刊之於報，雖西人聞之亦必驚為創事，非如強學之封禁也」（丁文江·趙豐田編，《梁

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10）。據此信可知，《國聞報》上有關

保國會的信息，大都是由梁啟超提供的。 
26 〈京城保國會題名記〉，《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影印本，頁

213-214、217-218。要注意的是，在《國聞報》上發表的保國會名單，可能並未真實反映與會

者和入會者的狀況。參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頁 357-367；馬忠文，〈戊戌時期李盛鐸與康、梁關係補正──梁啟

超未刊書札釋讀〉，馬氏，《晚清人物與史事》，頁 224-225。 
27 潘慶瀾的奏片見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輯 32，頁 561。潘慶瀾上此奏的日期，據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

書局，2012年)，卷 7，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二日，頁 3168。 
28 〈縷記保國會逆蹟〉，《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5 年影印本），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影印本冊 60，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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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務齋諸生及會講各友人各一冊，餘存刊書處售賣」，並將「商務及通商條約、各國交

涉等書」、「造器各書」、「格致諸書」、「戰陣軍械等書」、「算術各書」翻刻29。劉古愚

在時務齋刊刻的書目中，有康有為的〈強學會序〉、〈密聯英日摺〉等30，雖似非無條

件免費散佈的，但也算得上是宣傳冊子。劉古愚始知康有為的活動，本來是因為光緒

二十一年底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將康有為的幾次上書以及〈強學會序〉、〈強學會章程〉

寄上劉古愚31。李岳瑞寄劉古愚的這些篇目中，〈強學會章程〉似為上述的單行宣傳冊

子〈上海強學會章程〉。真若如此，維新派在江南地區製造的宣傳冊子的影響，竟波及

到陝西西安，激發了劉古愚在陝西的第二次宣傳。 

大概在光緒二十四年六、七月間，葉德輝在寫給某友的書信上說，「吾邑有某生，

投一匿名書函至居宅，大旨表彰康教，趨注宛平（徐仁鑄），因其蠢然無知，付之一笑。

初不知其為誰氏之子也，昨有以刻稿見示者，始得識其姓名。適有人自校經書院來，

言講堂牆壁粘貼此函，執事見之，立時揭去」32。雖然無法得知更詳細的信息，但在

繼北京、上海後維新運動最活躍的省份湖南，有一名無名士子將宣傳「康教」的書函

自行刊刻，四處散佈。 

(三)上海、湖南的不纏足會與宣傳冊子 

維新派積極參與其中的不纏足運動，也是積極利用宣傳冊子的實例。上海不纏足

會於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成立33，在其〈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中規定，「凡入

會報名後，由本館（《時務報》館）贈《勸女學歌》一本，以為入會之據」，還規定「凡

                                                     
29 劉古愚，〈味經創設時務齋章程〉，劉氏，《煙霞草堂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卷 8，

頁 336。「餘存刊書處售賣」一句，三秦本作「餘存刊書處貨賣」，據三秦本的底本民國七年思

過齋刊本校改。劉古愚在維新運動時期的作為，參見王爾敏，〈鄉曲師儒劉光蕡因應近代世變〉，

王氏，《近代經世小儒》（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432-453。 
30 《劉古愚年譜》編委會編，《劉古愚年譜》（西安：山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頁 94。 
31 《劉古愚年譜》，頁 105；劉古愚，〈與梁卓如書〉，劉氏，《煙霞草堂文集》，卷 5，頁 182。 
32 〈葉吏部與段伯猷茂才書〉，《翼教叢編》，卷 6，頁 373-374。葉德輝此信文中說「今日學堂漸

次廓清，人心亦已安靖，戚友子弟為康（有為）、梁（啟超）邪說所惑者，從此可以覺悟，此在

鄉紳，固有萬不可辭之責也」，應指五月二十二日的〈湘紳公呈〉和六月二十五日的〈湘省學約〉

（在下文詳述）。由此可以推測，此信的寫作時間約在六、七月間。 
33 〈本館告白〉，《時務報》，第 31冊，影印本冊 3，頁 2137。 



 

 

 

 
晚清維新運動時期政治宣傳中的宣傳冊子 

 

55 

會籍以姓分冊，百人為一冊，每年刊印一冊，分致入會之家」34。刊印會員名單的計

劃最終有沒有執行，目前無法確知，但贈送《女學歌》一事，上海不纏足會的確做到

了。筆者尚未看過不纏足會散佈的《女學歌》，但由題目推測，它是入會證明兼啟蒙宣

傳的宣傳冊子。上海的孫寶瑄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詣《時務報》館，攜不纏

足會之《女學歌》數冊歸」35。除上海本地以外，地方事例也有例可循，《汪康年師友

書札》收錄各地士紳寄來的有關《女學歌》的系列書信36，證明《女學歌》流傳範圍

實為很廣。 

幾乎原樣照搬上海不纏足會的運作方式，湖南不纏足會於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在長

沙成立37。發表於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湘報》第三十號上的〈湖南不纏足總會

簡明章程〉的內容，幾乎與上海的〈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如出一轍，第七條同樣

規定「凡入會報名後，由本館（《湘報》館）贈《戒纏足歌》一本，以為入會之據」38。

《湘報》自三月三十日的第三十九號開始，在報末廣告欄刊登的「印送《不纏足歌》」

廣告稱，「凡欲閱者，請至南正街俞宅領取」39。此處的《不纏足歌》，應是〈湖南不

纏足總會簡明章程〉中的《戒纏足歌》。因此可以說，刊登在《湘報》上的這一廣告，

不僅旨在發佈宣傳冊子，也兼有招募會員公告的意義。《不纏足歌》的廣告，一直持續

刊登至四月二十六日的第八十六號，然後消失了一段時間，而在七月二十五日的第一

百五十一號《湘報》上又重新出現，稱「歌本已續印出，凡欲閱者，請來領取」40，

一直登到同月二十九日的第一百五十四號。這意味著，在湖南欲入不纏足會的士紳超

                                                     
34 〈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時務報》，第 25 冊，影印本冊 2，頁 1665。 
35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童楊校訂，《孫寶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冊上，頁 159。 
36 〈王舟瑤·二〉（數分）、〈王景沂·一〉、〈吳以棨·三十二〉（四十份），《汪康年師友書札（一）》，

頁 57、92、315；〈邵章·五〉、〈高鳳謙·二十一〉(五百冊) 、〈高鳳謙·二十三〉、〈梁啟超·四十

三〉，《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 1222、1638、1639、1865；〈楊養浩·五〉、〈裘廷梁·四〉（二、

三十本），《汪康年師友書札（三）》，頁 2412、2628；〈譚嗣同·十六〉、〈何步瀛·二〉（一件），《汪

康年師友書札（四）》，頁 3255、3546。用（ ）顯示的是索要的數量。 
37 關於湖南不纏足會，參見八百谷晃義，〈湖南不纏足會と變法運動〉，《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

告》第 38號（2014年 3月），頁 61-96。 
38 〈湖南不纏足總會簡明章程〉，《湘報》（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影印本），第 30 號，影印本

冊上，頁 237。 
39 《湘報》，第 39號，影印本冊上，頁 312。 
40 《湘報》，第 151號，影印本冊下，頁 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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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湘報》館的預測急速增加，宣傳冊子很快就沒存貨了。另外，據三月三十日的《湘

報》第三十九號的報導稱，「新化曾茂才繼輝倡辦不纏足會，勇猛堅忍，手攜論說多篇，

沿門勸諭，不憚笑罵。通縣紳商大家，悉為所感，其頑梗未化者，僅二團耳」，「武岡

唐茂才鑑、袁茂才灼等，亦彙刻有論說一集，力以開化為任」41。由此可知，湖南省

內各地呼應不纏足運動的士紳們，自己編輯反對纏足的宣傳冊子，以便召集同人。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五日，身處南京的譚嗣同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說，「〈不纏足

草籍〉是何款式，已印有印板否？乞速寄下多分，以便開辦，至盼至盼。〈章程〉有另

刻之單張否？乞多寄，蓋必須手中持有〈章程〉〈冊籍〉等物，方好去勸人也」42。譚

嗣同這個發言充分說明維新派人士很清楚地認識到宣傳冊子的有效性，自覺地使用宣

傳冊子。 

三、反對變法的宣傳和宣傳冊子 

 (一)北京、湖南的反對訴求 

我們應注意到，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底保國會成立後招來的反彈，不只有透過清廷

正常政治機構的彈劾，也有使用宣傳冊子的攻擊。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二日、十三

日和二十七日，分別有御史潘慶瀾、李盛鐸和黃桂鋆上奏攻擊保國會43，稍後的五月

二十日，同樣為御史的文悌上奏參劾康有為，也談到保國會44。另外據梁啟超所稱，

軍機大臣剛毅欲查究保國會中人士，但未獲光緒皇帝支持，未果45。這些人均為中央

                                                     
41 〈不纏足會紀聞〉，《湘報》，第 39號，影印本冊上，頁 310。 
42 〈譚嗣同·十六〉，《汪康年師友書札（四）》，頁 3255。引文中的〈不纏足草籍〉是不纏足會為

了廣招會員製作的簡約版會員名單。會員在勸人入會時，似乎把〈草籍〉示人，如果此人同意

入會，把其姓名也填入〈草籍〉中。參見〈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時務報》，第 25 冊，影

印本冊 2，頁 1665。另外，此時譚嗣同在南京，據楊廷福，《譚嗣同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年），頁 102。 
43 《翁同龢日記》，卷 7，頁 3168、3174。潘奏全文見於《光緒朝硃批奏摺》，輯 32，頁 561。黃

奏全文見於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戊戌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書店出版社，2000年），冊 2，頁 464-466。 
44 世續、陸潤庠等纂修，《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 年影印本），光緒二十

四年五月壬申，影印本冊 6，頁 3829。文奏全文見於《翼教叢編》，卷 2，頁 60-74。 
45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梁氏，《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專集之一，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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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甚至連身在政權中心的剛毅也欲出面攻擊。 

那麼，使用宣傳冊子的攻擊又是什麼樣的？浙江籍舉人孫灝，保國會成立後撰寫

了〈駁保國會章程〉，對〈保國會章程〉逐條加以反駁46。孫灝的〈駁保國會章程〉，

是以宣傳冊子的方式流傳的。葉德輝後來將〈駁保國會章程〉收錄《覺迷要錄》，附識

說，「原印分送者，處處有之」47。政變後的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申報》也報

導說「仁和孫孝廉灝，會試下第未歸，憤其目無君上，逐條駁斥，付之梨棗，京外散

分數千分。⋯⋯聞侯官陳叔伊孝廉衍亦有〈駁保國會章程〉一帙，足補孫所未詳，真好

文字也」48。據康有為的回憶，孫灝撰寫〈駁保國會章程〉是與康有為素有嫌隙的吏

部主事洪嘉與慫恿的結果49。茅海建認為，孫灝與洪嘉與之間是否有過如康有為所說

那樣的交易，很難進一步證實，但洪嘉與「在京城官場有一定的組織能力」。茅海建還

說，孫灝與章太炎似有不淺的交往，因此可以推測，「孫灝出頭反康，很可能與光緒二

十三年康黨在上海毆章（太炎）有關」50。陳衍已於光緒二十四年初得入張之洞幕51，

如在下文詳述，政變後參與張之洞與康、梁集團劃清界線的工作，雖無法得知陳衍是

否確有〈駁保國會章程〉之作，但至少可以肯定，陳衍不僅未曾參加保國會52，對其

也不會有什麼好感。由此看來，保國會招來攻擊，是在各系政治派別間鉤心鬥角的結

果，內情十分複雜，而在此種鬥爭中，確有些人製作宣傳冊子，當作自己的武器。 

在維新運動期間新舊矛盾最大的湖南省，反對變法的士紳用何種方式與維新派進

行鬥爭呢？王先謙、葉德輝等反對改革的士紳，起初並非反對湖南的現代化事業，反

                                                     
46 孫灝，〈駁保國會章程〉，見於葉德輝編，《覺迷要錄》（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

卷 4，頁 254-264。 
47 《覺迷要錄》，卷 4，頁 254。 
48 〈縷記保國會逆蹟〉，《申報》，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影印本冊 60，頁 527。 
49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頁 367-368。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也

有過同樣的說法（《戊戌政變記》，頁 76）。 
50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頁 368。康黨毆打章太炎，本因章與康之間

經學上的分歧，章「詆康長素(有為)教匪」，見《孫寶瑄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冊

上，頁 98。 
51 陳衍入張之洞幕府的經過，參見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 72。 
52 陳衍沒有參加保國會，見陳聲暨編、王真續編、葉長青補訂，〈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陳步編，

《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冊下，頁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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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積極參與其中53。不過，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來湖南任時務學

堂中學總教習，就任後按照康有為的理論進行教學，年底服膺康有為理論的徐仁鑄也

來湘任學政，翌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南學會成立，康有為變法理論逐漸在湖南佔住腳步，

於是王先謙等當地士紳起來站在對立面，開始進行反對變法的活動。 

以王先謙、葉德輝為中心的湖南保守派開展的反變法活動，有光緒二十四年四月

的驅逐樊錐案、五月二十二日向湖南巡撫陳寶箴上交〈鄉紳公呈〉、六月二十五日公佈

〈湘省學約〉以及七月的賓鳳陽等揭帖案54。 

光緒丁酉拔貢樊錐在《湘報》上發表了〈開誠篇〉、〈發錮〉等論說55，其內容觸

怒了故鄉邵陽縣的鄉紳。邵陽鄉紳「公同會議，於四月十五日齊集學宮大成殿，祈告

至聖孔子先師，立將亂民樊錐驅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亂；並刊刻逐條，四

處張貼，播告通省」56。五月二十二日，王先謙、葉德輝等鄉紳十名，應嶽麓書院齋

長賓鳳陽的公稟，聯名向巡撫陳寶箴上呈〈湘紳公呈〉和賓鳳陽等人所上公稟。王先

謙等在「公呈」上說，「中學教習廣東舉人梁啟超，承其師康有為之學，倡為平等、平

權之說，轉相授受」，「梁啟超及分教習廣東韓（文舉）、葉（覺邁）諸人，自命西學通

人，實皆康門謬種，而譚嗣同、唐才常、樊錐、易鼐輩，為之乘風揚波，肆其簧鼓。

學子胸無主宰，不知其陰行邪說，反以為時務實然，喪其本真，爭相趨附，語言悖亂，

有如中狂」，因此他們要求陳寶箴對時務學堂「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之人，俾生徒

不為邪說誘惑」57。可見，湖南鄉紳對康門邪說的警惕很高。接著在六月二十五日，

                                                     
53 關於這一點，參見羅志田，〈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王先謙、葉德輝與戊戌前後湖南新舊

之爭〉；小野泰教，〈再論湖南戊戌變法──湖南巡撫陳寶箴與時務學堂、南學會〉，鄭大華·黃

興濤·鄒小站主編，《戊戌變法與晚清思想文化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頁 122-137。 
54 關於這些案件，參見黃彰健，〈論光緒丁酉戊戌湖南新舊黨爭〉，黃氏，《戊戌變法史研究》（臺

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年），頁 309-409；藤谷浩悅，〈湖南省の改革の展開と

挫折──時務學堂·南學會·保衛局を中心に──〉，藤谷氏，《戊戌政變の衝擊と日本──日中

聯盟論の摸索と展開》（東京：研文出版，2015年），頁 102-161。 
55 樊錐，〈開誠篇〉見於《湘報》，第 3、12、24號，影印本冊上，頁 17-19、89-91、185-187；〈發

錮〉，見於第 38號，影印本冊上，頁 297-299。 
56 〈湖南邵陽縣公逐亂民樊錐告白〉，《翼教叢編》，卷 5，頁 293。 
57 〈湘紳公呈〉，《翼教叢編》，卷 5，頁 311-312。王先謙等遞交〈鄉紳公呈〉的日期，據〈撫憲

批示〉，《湘報》，第 114號，影印本冊下，頁 1083。賓鳳陽等人的公稟，見於《翼教叢編》，卷

5，頁 29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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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城南、求忠三書院山長集議制定〈湘省學約〉，以期端正湘省學風。與〈湘紳公

呈〉一樣，〈湘省學約〉的目的也在於摒絕康有為的邪說。〈湘省學約〉說道，「迺自新

會梁啟超來湘為學堂總教習，大張其師康有為之邪說，蠱惑湘人，無識之徒，翕然從

之。其始隨聲附和，意在趍時；其後迷惑既深，心腸頓易。考其為說，或推尊摩西，

主張民權；或效耶穌紀年，言素王改制；甚謂合種以保種，中國非中國，且有君民平

等、君統太長等語，見於〈學堂評語〉、〈學會講義〉，及《湘報》、《湘學報》者，不勝

僂指。似此背叛君父，誣及經傳，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橫行，非吾學中之大患哉」58。

後來有人在賓鳳陽要王先謙上交〈公呈〉的書信中竄進卑語，印刷揭帖，到處張貼分

送，導致王先謙和陳寶箴等人之間發生論爭59。關於此種反對變法的活動我們該注意

到的是，湖南的保守派已經團結起來，而且將他們的主張向社會公開並訴求認同。 

湖南反變法活動的急先鋒是葉德輝。葉德輝除了參與上述的〈湘紳公呈〉以外，

積極撰寫反對湖南維新運動的文章，或給友人、學生寫信，試圖阻撓變法。葉德輝的

此種文字，現在均收錄於《翼教叢編》，而葉德輝將其中的一部分以宣傳冊子的方式散

佈，展開反變法的攻勢。 

葉德輝於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得見徐仁鑄的〈輶軒今語〉，立即對其所說加以反駁，

翌二月完成了〈輶軒今語評〉60，而且葉德輝將其刊刻成宣傳冊子。光緒二十四年三

月十九日，皮錫瑞接受葉德輝的來訪。此時皮錫瑞與葉德輝之間存在有關維新運動和

學術上的論爭，常有書信來往61。因此皮錫瑞跟同坐的戴德誠一起與其「久談」。皮錫

                                                     
58 〈湘省學約〉，《翼教叢編》，卷 5，頁 313。〈湘省學約〉成立的時間，據吳仰湘編，《皮錫瑞全

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冊 10，頁 957，有「《（時

務日）報》云，六月廿五日湖南嶽（麓）、城（南）、求（忠）三山長猶聚議撓新法，守舊者多

和之」。 
59 此時在王先謙和陳寶箴、徐仁鑄等人之間來往的書信，見於王先謙，《葵園四種·虛受堂書札》

（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卷 1，頁 870-882。 
60 〈輶軒今語評〉，《翼教叢編》，卷 4，頁 147-185。〈輶軒今語評〉完成的時間，據葉德輝的序文

中署「光緒戊戌仲春（二月）」。葉德輝得見〈輶軒今語〉的時間，據〈葉吏部與俞恪士觀察書〉，

《翼教叢編》，卷 6，頁 372，有「今歲正月，得見梁（啟超）代宛平（徐仁鑄）所做〈輶軒今

語〉」。 
61 關於皮錫瑞、葉德輝之間的論爭，參見吳仰湘，《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頁 166-180；張晶萍，《葉德輝生平及學術思想研究》（長沙：湖

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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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說，「其（葉德輝）議論比書中和平，不知其〈輶軒今語平（評）〉如何說法」62，

似在談話中，葉德輝透露了刊刻〈輶軒今語評〉的計劃。在一個多月後的閏三月二十

九日，皮錫瑞「接葉煥彬（德輝）書，如山膏好罵，及所刻《輶軒今語評》。不料此人

如此之陋，中間多大笑話，何苦乃爾」63。由此可知，葉德輝果真將〈輶軒今語評〉

刊刻，並展開宣傳。 

北京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閱覽室藏有單行本《輶軒今語評》64。此本的版式與在

長沙和武昌刊行的《翼教叢編》很像，每葉的行數和每行的字數都一樣。但單行本《輶

軒今語評》版心無「翼教叢編」四字。另外，〈輶軒今語評〉在葉德輝的評語前有「評

曰」二字。《翼教叢編》的〈輶軒今語評〉「評曰」的「評」字右偏旁「平」的兩個點，

是「八」字形。但是單行本「評曰」的「評」字右偏旁中，前兩個「評曰」是倒「八」

字形，此後則與《翼教叢編》一樣，是「八」字形。由此可知，國圖藏單行本《輶軒

今語評》和《翼教叢編》，並非是同一個版本。葉德輝刊行的單行本《輶軒今語評》是

由長沙思賢書局出版，但國圖藏本沒有任何出版信息，無法確定此本是否為葉德輝刊

行的版本。但思賢書局也是出版《翼教叢編》初刻版本的書店，國圖藏本與《翼教叢

編》版式基本一致的這一事實，可以讓我們推測國圖藏本也是思賢書局出版的65，而

且從「評」字字形的狀況來看，國圖藏本《輶軒今語評》似在《翼教叢編》之前。因

此筆者推測，國圖藏本極可能是葉德輝刊行的。 

除《輶軒今語評》以外，葉德輝還打算刊行王先謙和自己反對維新運動的書信。

閏三月二十五日，皮錫瑞「到（南）學會，畢松甫（永年）、樊春徐（錐）在宣翹（戴

德誠）處，共談近事。……松甫背誦祭酒（王先謙）答書。煥彬（葉德輝）欲為刊布，

何苦乃爾」66。引文中所說王先謙答書，是王先謙在三月寫的拒絕到南學會講學的書

                                                     
62 《皮錫瑞全集·日記》，冊 10，頁 834。 
63 《皮錫瑞全集·日記》，冊 10，頁 874。 
64 葉德輝，《輶軒今語評》，清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閱覽室藏。索書號：47654，國圖

目錄誤錄為徐仁鑄著，《輶軒今語》。） 
65 《輶軒今語評》和《翼教叢編》都由思賢書局出版，據葉啟倬，〈先府君郋園全書跋〉，印曉峰

點校，《葉德輝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 292。 
66 《皮錫瑞全集·日記》，冊 10 ，頁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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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中有批評南學會講學和報館文章的內容67。接著在四月初七日，皮錫瑞記「得

宣翹（戴德誠）信，以煥彬（葉德輝）所下哀的美敦書（ultimatun）見示。本欲置之

不答，而彼欲刊行，恐昧者蔽於一偏之言，乃勉答之」。皮錫瑞在當日與葉德輝寫回信，

信中說，「（葉德輝）欲將來往書函付刊，鄙見以為不必。故者無失其為故，公與弟當

不致以此芥蒂，惟恐閱此書者各是其是，分黨與，鬥旗鼓，則爭亂尤甚」68。皮錫瑞

在翌初八日又「得煥彬（葉德輝）書，約往一敘。飯後與宣翹（戴德誠）同往，力勸

來往書勿發刊，所謂屁只管放，板是亂刻不的」69。葉德輝似乎用刊刻書信來威脅皮

錫瑞等人不要參與南學會等活動。皮錫瑞也認識到，葉德輝若真刊刻書信，對湖南士

紳應有不小的影響力，因此極力勸阻葉德輝。 

葉德輝是否刊刻此種書信做反對維新運動的宣傳冊子，筆者尚未找到明確的記

載。但葉德輝將這些書信彙集成書，題做《明辨錄》，也由思賢書局刊刻散佈70。《明

辨錄》收錄葉德輝的自序、六篇書信和兩篇論文，除了自序和〈西醫論〉以外，後來

都收錄於《翼教叢編》71。葉德輝在署「大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閏三月」的自序中說，

「邵陽石陶鈞、衡陽劉煥辰、清泉黃駿，從余問字，年皆志學，數有書相誡約，外間

頗有傳者。吳縣羅紹元、山陽汪祖翼錄付梓民」72。由此可知，雖然無法知道是刊刻

的還是傳鈔的，但葉德輝的此種書信在閏三月時已經流傳，而且最晚在六、七月間，

葉德輝已將這些反對維新運動的書信和文章結集刊行73。反對維新運動的湖南士紳的

                                                     
67 〈王祭酒先謙復畢永年書〉，《翼教叢編》，卷 6，頁 328-332。此信寫於光緒二十四年三月，據

信中有「南學啟會，迄今月餘」一句（南學會第一次集會的日期是二月初一日）。皮錫瑞也在閏

三月初六日的日記中記「熊（希齡）、譚（嗣同）與畢松甫（永年）皆函請祭酒（王先謙）過江

講學，以副諸生之望，祭酒辭以難」（《皮錫瑞全集·日記》，冊 10，頁 853）。由此可知，南學會

中的人士於閏三月初已收到王先謙的書信。 
68 《皮錫瑞全集·日記》，冊 10，頁 882-884。引文中的葉德輝的「哀的美敦書」，應是〈葉吏部與

戴宣翹校官書〉（《翼教叢編》，卷 6，頁 361-364）。皮錫瑞在此日寫的是對〈葉吏部答皮鹿門書〉

（《翼教叢編》，卷 6，頁 354-358）的回信。 
69 《皮錫瑞全集·日記》，冊 10，頁 885。 
70 葉啟倬，〈先府君郋園全書跋〉，《葉德輝文集》，頁 292。 
71 關於《明辨錄》的內容，參見鄺兆江，〈湖南新舊黨爭淺論并簡介《明辨錄》〉，《歷史檔案》1997

年第 2期（1997年 5 月），頁 105-111。 
72 鄺兆江，〈湖南新舊黨爭淺論并簡介《明辨錄》〉，頁 109。 
73 《明辨錄》的刊行時間最晚在六、七月間，據葉德輝在寫於六、七月間的上引〈葉吏部與段

伯猷茂才書〉中，請段伯猷參照《明辨錄》(《翼教叢編》，卷 6，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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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和他們的宣傳活動，已具備了相當大的規模。 

另外，葉德輝此時還積極收集攻擊康有為的省外文章，擬編輯出版。《翼教叢編》

卷一共收錄朱一新駁康有為的五通書信和洪良品駁梁啟超的一通書信74。在光緒二十

四年夏間，葉德輝有單獨刊行此六通書信的計劃。葉德輝編輯的《義烏朱氏論學遺札》，

只不過是自光緒二十一年菁華閣刊行的《朱蓉生侍御論學遺札摭存》中刪掉康有為來

信三通而成的
75
。在戊戌政變前在葉德輝周圍來往的文字中，筆者尚未看到有人提及葉

輯《義烏朱氏論學遺札》，因此可以推測，此書在政變發動後，與同樣有「戊戌仲冬」

序文的《郋園論學書札》76同時刊行的。楊炳章撰寫的〈朱氏遺札序〉說，「今年（光

緒二十四年）夏間，康逆竊弄威福，湘中當道靡然從風，庠序之子狂吠尤甚。吾師葉

（德輝）吏部手出是編，命梓人重刊，又著書數萬言痛斥之，比於楊墨」77。葉德輝

擬出的宣傳出版品內容不僅限於自己和其交友圈中的文字，還擴大到外省人士的文章。 

(二)湖北張之洞幕府的反康活動與湖南士紳的合作 

反對康有為集團的活動，不僅在北京、湖南兩地開展，湖北的張之洞幕府也進行

了同樣的活動。湖廣總督張之洞在當時是較為開明的大官，曾支持強學會、《時務報》

館等維新運動中很重要的幾個活動，但因學術上的分歧，張之洞排斥康有為的立場很

堅決78。張之洞看到康有為集團的影響逐漸擴大，令其幕僚集團開展反康有為的宣傳

活動。茅海建已指出，張之洞的《勸學篇》不僅是反映「張之洞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

的著作，同時也是「張之洞幕中多人參與的著作」，而其無疑具備了反康有為宣傳物的

性質。《勸學篇》於光緒二十四年春成書後，就準備刊刻印行，到了六月，張之洞將印

好的《勸學篇》三百本寄北京，讓其子張權、黃紹箕和楊銳等人贈送友人。張之洞還

                                                     
74 《翼教叢編》，卷 1，頁 1-51。 
75 筆者目前只見到《朱蓉生侍御論學遺札摭存》粵刻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閱覽室藏。

索書號：15570），未見菁華閣原刊。據吳仰湘，〈朱一新、康有為辯論《新學偽經考》若干史實

考──基於被人遺忘的康氏兩札所作的研究〉，《文史哲》2010 年第 1期（2010年 1月），頁 61-62，

粵本與菁華閣本內容完全一致。 
76 《郋園論學書札》收錄於《葉德輝文集》，頁 215-263。劉肇隅的序文在頁 217。 
77 楊炳章，〈朱氏遺札序〉，葉德輝輯，《義烏朱氏論學遺札》（長沙：葉氏觀古堂郋園全書本），葉

1a。篇名據版心。 
78 關於維新運動時期張之洞的所作和政治見解，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

閱讀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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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梁鼎芬等人準備創刊《正學報》，來對抗康、梁的報刊。《正學報》雖然最後未能刊

行，但也可算是張之洞幕府反康有為集團的宣傳措施之一79。 

除此之外，張之洞幕府反對康有為集團的活動，還有很豐富的內容。在武昌做張

之洞幕僚的陳慶年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說，「下晚南皮師（張之洞）來

書院少談，言康有為、梁啟超立保國會，每人收銀二兩，復散給票布，仿哥老會辦法。

浙江人孫灝作駁文三十條，痛快淋漓云云。當訪得一閱也」，三天後的二十一日，陳慶

年「詣節庵（梁鼎芬），見浙江孫灝〈駁保國會章程〉三十條，頗發康、梁罪狀。節庵

尚擬排印散送云」80。梁鼎芬入手的〈駁保國會章程〉不知道是上文介紹的被刊刻的

宣傳冊子還是手鈔的，但至少可以說，張之洞幕府中的人士很重視康有為等人在京的

活動及其招來的攻擊，注意收集相關的信息，並擬用此進行宣傳。 

不知梁鼎芬排印〈駁保國會章程〉的計畫有沒有下文，但梁鼎芬的確開展了使用

宣傳冊子的宣傳活動。《汪康年師友書札》收錄梁鼎芬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四月和

七月給黃遵憲、汪康年、陳寶箴等人發的電報四條，據其附識稱，「右四電，係兩湖書

院梁監督鼎芬所發，武昌士子傳鈔甚多，久已膾炙人口矣」81。由此可知，梁鼎芬此

四條電報，雖然是「傳鈔」的，但在武昌發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後來收錄於《翼教

叢編》的禮部尚書許應騤和御史文悌參劾康有為的奏摺82，是當時著名的攻擊康有為

的文章。據《申報》在政變後九月十八日的報導，梁鼎芬「以許（應騤）尚書、文（悌）

御史，皆以劾康（有為）得罪，疏內所言，大旨在以正人行西學則有益，其言忠切，

遂合刻千本，分散兩湖人士。⋯⋯此皆在康逆未叛前之事，有函有電，兩湖人士皆能言

也」83。梁鼎芬將許應騤、文悌兩人的奏摺作成宣傳冊子，用此來攻擊康有為集團，

而他的宣傳，在湖北、湖南兩地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79 關於《勸學篇》和《正學報》，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

37-51。 
80 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近代史資料》總 81 號（1992年 11月），頁 111-112。 
81 〈梁鼎芬·六十五〉，《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 1911-1912。 
82 〈許尚書應騤明白回奏摺〉、〈文侍御悌嚴參康有為摺〉，《翼教叢編》，卷 2，頁 56-60、60-74。 
83 〈讀梁節庵太史駁叛犯康有為逆書書後〉，《申報》，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影印本冊 60，

頁 446。黃遵憲在光緒二十五年的〈己亥雜詩〉的自注中也談及梁鼎芬刊刻文悌等奏摺。見黃

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盧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重印本），卷 9，冊

下，頁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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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閱覽室藏有似為梁鼎芬刊刻的《許尚書文御史奏摺》84。

此一本的內容只有許應騤和文悌的兩本奏摺，將兩奏的題目記為〈許尚書應騤覆奏並

請驅逐主事康有為摺〉和〈文御史悌奏言言官黨庇請旨飭查並請查康有為摺〉，與《翼

教叢編》的題目不同，其版式為半葉 10 行，行 23 字，也與《翼教叢編》的半葉 12

行，行 24 字不同，顯然是與《翼教叢編》版本不同。附圖是個人藏與國圖同一版本的

《許尚書文御史奏摺》書影。此一本是由日本人帶回日本的，書皮背面有獻詞署「明

治卅一年十月十日」。此時日本已經採用陽曆，明治三十一年十月十日是光緒二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因此可以說，《許尚書文御史奏摺》是維新運動時期反康有為宣傳冊子

的實物證據，而且筆者推測，它很有可能是梁鼎芬刊行的。 

 

 

 

 

 

 

 

 

 

 

 

 

附圖：《許尚書文御史奏摺》書影（個人藏） 

與梁鼎芬同在張之洞幕府的陳慶年於光緒二十四年三、閏三月間，為了反駁康有

                                                     
84 許應騤、文悌，《許尚書文御史奏摺》，清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閱覽室藏。索書號：

7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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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新學偽經考》，撰寫了一篇題為〈衛經答問〉的文章85，還打算續寫〈衛教答問〉

86。陳慶年於閏三月十八日謁見張之洞，在當天的日記中說，「師（張之洞）意在以《正

學報》辟諸報謬論，謂余〈衛經〉、〈衛教〉二書能作成最佳」87，張之洞期待「〈衛經〉、

〈衛教〉二書」所擔任的任務與報刊《正學報》一樣是「辟諸報謬論」，因此可以推測，

張之洞擬將陳慶年的兩種〈答問〉刊刻印行，作成宣傳冊子。 

約在光緒二十四年六月間，梁鼎芬給王先謙寫信說，「近見《湘省公啟》一首，

嚴正平允，所駁（梁啟）超說，真足以衛學校，扶國家，惜所得尚少，不能徧散。此

間刻有許（應騤）尚書師、文（悌）御史奏稿，奉上數本，望以湘刻酬我」，並說「廉

恥日喪，大局皇皇；羣賊狓猖，毫無忌憚。吾黨君子，聞風相思，風雨淒淒，不改其

度。請告張（祖同）、黃（自元）、葉（德輝）諸公，誓戮力同心，以滅此賊。發揮忠

義，不為勢怵，不為禍動，至誠所積，終有肅清之一日，大快人心。皇天后土，實鑒

斯心」88。引文中的《湘省公啟》似為〈湘紳公呈〉，即使不是〈湘紳公呈〉，至少可

以知道，王先謙等人製造宣傳冊子並送至武昌的張之洞幕府。梁鼎芬也將自行刊刻的

《許尚書文御史奏摺》寄給王先謙，還要求繼續交換彼此的宣傳冊子。梁鼎芬此信，

很清楚地證明湖北、湖南兩地的反康有為活動之間已經發生了聯繫。除了《湘省公啟》

以外，還有葉德輝的《輶軒今語評》和《明辨錄》，也為張之洞幕府中的人士所閱讀89。

不僅與湖北的張之洞幕府聯繫，湖南士紳還於閏三、四月間聯名要求湘籍京官，呼籲

御史黃均隆等上奏參劾巡撫陳寶箴等湖南維新派90。光緒二十四年夏天，反變法活動

也呈現出跨省界的擴大。 

                                                     
85 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閏三月初三日，頁 108。陳慶年在八

月初一日寫給繆荃孫的信中也談到〈衛經答問〉。見〈陳慶年·二〉，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

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冊下，頁 960。 
86 〈陳慶年·五〉，《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 2070。 
87 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頁 110。 
88 〈梁太史鼎芬與王祭酒書〉，《翼教叢編》，卷 6，頁 323-324。在本文說此信的寫作時間約在六

月間，是因爲梁鼎芬在信中提到五月二十二日的〈湘紳公呈〉。 
89 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七月三十日，頁 112、120。 
90 〈湘撫被劾〉，《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影印本冊 2，頁 264；黃鴻壽，《清史紀

事本末》（上海：上海書店，1986 年影印本），卷 66，頁 484。關於此事，也參見茅海建，《從

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頁 62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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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翼教叢編》的成書 

    蘇輿在光緒二十四年八月給自己編輯的《翼教叢編》寫序文，說道： 

康（有為）、梁（啟超）輩方駸駸嚮用，奧援彌固，連與成朋。許（應騤）尚書、

文（悌）侍御既以參劾獲罪，而其黨且執新舊相爭為詞，欲以阻撓新政之名，

羅織異己，自朝逮野，默不敢言。惟張香濤（之洞）尚書《勸學篇》、王幹臣（仁

俊）禮部《實學報》，辭而闢之，未加顯斥。吾湘如王葵園（先謙）祭酒師、葉

奐彬（德輝）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摘發備至；當路不省，亟予彌縫，於是

湘人士受惑尤深。余惄焉憂之，以為匪發其覆，眾醉不可醒也，爰倡輯諸公論

說及朝臣奏牘有關教學者，都為叢編，命之翼教。采獲敘次，悉出同人。剞劂

將成，而康、梁以逆謀事覺。亂黨逮治，區夏好士，欽仰皇威，彌暢然自樂其

生也91。 

此篇文章能很好地說明湖南士紳反變法活動擴大的過程。《翼教叢編》雖然在政

變發動後才正式出版，但在政變發生之前，葉德輝等人已經有明確的出版計劃，書版

也幾乎都刻成。葉德輝等人首先將〈輶軒今語評〉等單篇文章作成宣傳冊子，也計劃

單獨刊行書信反對維新運動，後來又將這些份量不大的文章結集成內容更豐富的宣傳

品，作為《明辨錄》刊刻印行。《明辨錄》出版後，葉德輝還繼續充實宣傳出版物的內

容，注意收集攻擊康有為集團的文章，擬出版比《明辨錄》更豐富的《翼教叢編》，並

進入實際的出版工作。但在《翼教叢編》快要面世時政變發動，《翼教叢編》因此失去

了作為鬥爭工具的實際意義，變成了落井下石的出版品。但我們應該注意到從單篇的

宣傳冊子發展成《翼教叢編》的這一連串過程。葉德輝不滿足只出單篇的宣傳冊子，

想使宣傳冊子的內容越來越豐富，這固然因為他對康學影響力逐漸擴大感到焦慮，但

同時也可以認為，葉德輝等人也開始認識到了宣傳冊子的良好效果。徐仁鑄跟王先謙

寫信說，「葉君奐彬（德輝），一無商量，於所刊《評語（輶軒今語評）》中，謂侄推重

康學，士子信以為實，乃至援以為揣摩之端」92。可見，徐仁鑄感知到了宣傳冊子《輶

軒今語評》的影響力。 

《翼教叢編》的初刊本由長沙思賢書局出版後，葉德輝自稱「各省同時皆翻鏤」

                                                     
91 蘇輿，〈序〉，《翼教叢編》，頁 58。 
92 〈與徐學使仁鑄·附復書〉，《葵園四種·虛受堂書札》，卷 1，頁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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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葉德輝的說法雖不免太誇張，但《翼教叢編》的重刻本的確不少94。其中最值得注

意的是武昌重刻本。民國十一年由葉德輝的學生撰寫的〈郋園學行記〉說，「戊戌之變，

文襄（張之洞）深藉湘紳之力得張聲勢。先是，文襄有《勸學篇》之作，蓋糾正各學

堂而未敢明有指斥。適湘人有《翼教叢編》之刻，傳入鄂中，文襄立命書局翻雕，咨

送各省，因是服吾師（葉德輝）之先見，而欽湘人膽識之雄」95。武昌版《翼教叢編》

由梁鼎芬題面，由此也可以推測，重刻此書背後有張之洞的存在。張之洞在政變後因

「《勸學篇》之作，本為救正康（有為）黨，康敗以後，京都有某大臣謂是康、梁（啟

超）之學。遂致譽康者引是書為同調，詆康者亦怪其說之合符，無識附和，不可究詰」

96，感到公開與康、梁劃清界線的必要，讓陳慶年、陳衍和朱克柔等人「將《勸學篇》

中暗攻康、梁者一一檢注」97，並擬再行出版。後來因梁鼎芬動員《申報》等上海各

報說明《勸學篇》的宗旨，《翼教叢編》也收錄其中數篇，「海內狂惑，亦可因是漸解」，

出版加註本《勸學篇》的計畫，「遂亦中止」98。張之洞在武昌重刻《翼教叢編》是自

保之舉，但也算得上是維新運動時期湖南和湖北之間跨省界反康聯盟的一例。 

除了動員上海報紙以外，梁鼎芬還用宣傳冊子宣傳張之洞與康、梁的不同。梁鼎

芬在寫給繆荃孫的信上說，「張（之洞）、陳（寶箴）二公變科舉奏文〔張稿，陳會銜

－原註〕，內痛言康有為學術乖謬，窮極至於犯上作亂，可謂先幾。今事不行，文仍可

存也。寄上紅字四冊，墨子二十冊，送雲自在龕主人（繆荃孫）」99。「變科舉奏文」

                                                     
93 葉德輝，〈郋園六十自敘〉，《葉德輝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72。 
94 關於各地重刻《翼教叢編》的狀況，參見楊菁，〈導言〉，《翼教叢編》，頁 5-7。 
95 〈郋園學行記〉，王逸明·李璞編著，《葉德輝年譜》（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 年），頁 464。本

文屢次引用的《葉德輝文集》也根據《近代史資料》總 57 號(1985年 4月)的崔建英整理本（頁

107-145）收錄此文。崔建英整理本的底本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原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後期

入藏的抄本。《葉德輝年譜》本將崔建英整理本與鹽谷溫編，《葉郋園先生追悼錄》本對校，進

行了增補與修訂（參見《葉德輝年譜》，頁 470；崔建英整理，〈郋園學行記·整理者說明〉，《近

代史資料》總 57 號，頁 107-108）。在本文引用的部分，除了標點略異以外，兩本無文字上的

異同。關於〈郋園學行記〉的作者，《葉德輝文集》據崔建英整理本底本的署名定為楊樹穀和楊

樹達。但據崔建英，楊樹達「有數次力辯署名之誣」，實際的作者為誰，現已很難查考（崔建英

整理，〈郋園學行記·整理者說明〉，頁 107-108）。因此在本文，只說「由葉德輝的學生撰寫」。 
96〈陳慶年·五〉，《藝風堂友朋書札》，冊下，頁 961。 
97 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頁 122。 
98〈陳慶年·五〉，《藝風堂友朋書札》，冊下，頁 961。 
99〈梁鼎芬·七〉，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冊上，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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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張之洞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為了遏制科舉改革中康有為影響的擴大，會同湖

南巡撫陳寶箴上奏的奏摺100。梁鼎芬在信上說「今事不行」，由此可以認定，此一信

函寫於政變後清政府取消科舉改革以後。這一事例表明，戊戌政變發動後各種改革措

施雖然都被叫停，但使用宣傳冊子的宣傳方式，即使在反對康有為集團的張之洞幕府

中，也仍被繼續運作和利用著。 

四、結語 

維新運動時期士紳使用宣傳冊子進行宣傳活動的樣態，已在上文大致介紹完畢。

可見，在當時使用宣傳冊子的宣傳方式相當普遍，維新派和保守派、反對康有為集團

的士紳都積極使用，而且由上引譚嗣同關於不纏足會宣傳冊子的發言，或葉德輝不斷

豐富宣傳刊物的內容等事實可知，參與宣傳活動的士紳，清楚認識到了宣傳冊子的效

果。製作宣傳冊子進行宣傳的，當然大部分都是如《時務報》館或張之洞幕府的梁鼎

芬那樣，可以依靠其團體力量，或是葉德輝那樣的巨紳，但在湖南也有生員自行製作

冊子用於宣傳不纏足運動。此時，處於士紳階層底層的生員也開始使用宣傳冊子，固

然很有可能是模仿維新派或反對派精英分子的做法，但這個事實可以說明，此時將宣

傳冊子作為宣傳方式的並非只有上層人士，包括生員等在內的廣泛士紳均在使用。 

不過同時要指出的是，宣傳冊子所起的效果也有它自己的局限。宣傳冊子一般是

《時務報》館或葉德輝那種較有影響力的團體、個人積極贈送，在他們的交際網絡所

及範圍內，或者在地理位置較近的地方，宣傳冊子的散佈甚密，比需用金錢購得的報

刊，似乎有更大的接觸面。但是，如果不在此種交際網絡內，宣傳冊子則很難確保其

流通的管道。在當時，無論是書籍還是報刊，都很難確保穩定的流通管道101。但即便

如何不完善，報刊已逐漸形成範圍較廣的銷售網絡，讓遠方的讀者也接觸不只一種的

報刊102。相比之下，宣傳冊子則無法利用這種「公共」的流通網絡，似幾乎完全依靠

                                                     
100〈妥議科舉新章摺〉，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 年），冊 3，頁 490-493。

關於此奏摺，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 354-365。 
101關於這一點，參見八百谷晃義，〈清末變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學會の政治的活動〉，頁 46-47。潘光

哲也在其研究晚清閱讀史的著作中，屢次強調這一點。參見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

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年）。 
102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新型傳播媒介的浮現與讀書人新的生活形態》，冊上，

頁 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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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私人」的交際網絡，雖然有劉古愚那樣在遠處進行第二次宣傳的例子，但他也

是通過私人的關係拿到維新派的宣傳冊子後才能在陝西製作翻版，其偶然性還是很

高。因此可以說，當時的宣傳冊子在近距離能發揮良好的效果，但在遠距離，其影響

力遠不及報刊等其他刊物。葉德輝不滿足製作單篇的宣傳冊子，擬將相關內容結集成

《翼教叢編》刊行，說明葉德輝也知道宣傳冊子此種局限，想藉比宣傳冊子更像樣的

書籍形式，確保更廣泛而且更長久的影響力。 

最後，我還想討論下保守派也與維新派一樣進行宣傳活動的意義。陳慶年於光緒

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日記中說道： 

過梁節庵（鼎芬），知康有為近奉旨修書，擬大張其學。余謂彼十餘年間，銳其

偏解，時出撰述，海內士夫不著一字以為匡救，故彼得猖狂至此。譬之西人日

夜製造，到處行銷，以【吞】我之財，而我無一廠以與之抵制，雖撫膺湧氣，

無益於事。故制彼無他術，在我輩造貨而已，何畏彼哉103。 

 陳慶年面對康有為的邪說竟然「猖狂至此」，認為為了抵制康有為理論，他們自

己也得要「出撰述」，並「到處行銷」。 

筆者曾指出，維新運動時期呼籲改革的士紳們的運動方式已進入了新的階段。他

們用報刊、學會等新的工具在官僚世界的外部實現了水平性的結合，形成了有別於官

方的士紳輿論空間，開始在既有的官僚機構外部討論改革方案，並向政府要求給予他

們一定的政治權利104。維新派此種運動方式與清朝的既有體制之間，顯然有很大的矛

盾。與此相反，王先謙、葉德輝等人的想法可謂是「天賦君權論」、「君權之獨立至上

論」，對士紳輿論的擴大，也有高度的警惕105。不過在維新運動時期，光緒皇帝居然

被康有為的改革方案所吸引，左袒康有為一派。在此種狀況下，反康的士紳該如何與

「康逆」對抗？他們的回答是，他們也團結起來，並開展政治宣傳，喚起天下正論。

但此種運動方式，豈非像陳慶年所說，是照樣模仿康有為一派的手法嗎？王先謙、葉

                                                     
103陳慶年，〈戊戌己亥見聞錄〉，頁 114。引文中「何畏彼哉」，《近代史資料》本原作「何畏彼我」，

但茅海建謂「『何畏彼我』，似為『何畏彼哉』之誤」（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

閱讀筆記》，頁 34），今從茅說。 
104八百谷晃義，〈清末變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學會の政治的活動〉。 
105陳鍫，〈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燕京學報》第 25號（1939年 6 月），頁 100-106；

八百谷晃義，〈光緒戊戌年における反變法活動の意味〉，頁 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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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輝等人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這一事實表明，他們要訴說自己主張的對象已不侷

限於皇帝，還要考慮士紳公論的存在。 

在政變尚未發作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葉德輝與友人說「蓋憂時之君子，未有不

知法之宜變者，惟是朝廷不言而草茅言之，未免近於亂政」106。但王先謙在政變後卻

說，「戊戌秋八月，康有為謀逆事覺，其黨康廣仁等皆伏誅。先一歲，湖南創設時務學

堂，大吏（陳寶箴）延康弟子梁啟超為教習，學使徐仁鑄相與主張，其說一時風靡，

獨奐彬（葉德輝）辭而辟之，不以昔年出徐門下有所畏避。復與先謙等上事大吏，貽

書友朋，匡救之功，無與倫比」107。雖然王先謙如此炫耀他與葉德輝兩人「無與倫比」

的功績，但他們也是在野的士紳，其「匡救之功」和葉德輝所謂「亂政」之間的距離，

其實很近。如此說來，保守派開展的反康宣傳，違背了他們當初的目標，竟與康有為

一派一樣，還是會提高包括保守派在內的士紳的政治自覺。在維新運動時期的湖南，

透過南學會、湖南不纏足會等學會的活動以及《湘報》等報刊的發行，在省內已經形

成了相當廣泛的輿論空間108。葉德輝等人散佈的宣傳冊子要在省內起到作用，也需要

以此種輿論空間為背景。而且不僅維新派，保守人士也開始實現跨省界的結合，證明

此時士紳的輿論空間並不局限於一個省份，而是開始展開跨省界的擴大。士紳的輿論

空間在官僚世界的外部逐漸擴大，這是維新運動時期很明顯的潮流。保守派士紳的宣

傳活動並不能對抗這種潮流，更不能阻擋它，相反是順應了此種潮流，甚至讓它實現

了更大的發展109。 

                                                     
106〈葉吏部與俞恪士觀察書〉，《翼教叢編》，卷 6，頁 369。此信的寫作時間，據信中說「頃見官

電錄上諭，裁汰冗員」。該上諭是在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頒發的（《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

二十四年七月乙丑，影印本冊 6，頁 3867-3868）。 
107王先謙，〈贈葉德輝奐彬〉，《葵園四種·虛受堂詩存》，頁 625-626。 
108關於這一點，參見八百谷晃義，〈湖南不纏足會と變法運動〉。 
109不過要注意的是，此種輿論空間在維新運動時期，在現實的政治制度上沒有任何保障。因此

只對百日維新的進展而言，對其行使直接影響的，還是康有為的上書活動，不能高估當時輿

論空間的力量（關於這一點，參見八百谷晃義，〈清末變法運動期における學會の政治的活

動〉，頁 52-54）。但是，如果注意自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較長時間內中國社會的變化的話，

維新運動時期的新思潮雖因政變有過短暫的蕭條時期，但總體來看還是呈現發展的趨勢（吳

廷嘉，〈論戊戌思潮的興起及其過程〉；同，〈論戊戌思潮的歷史作用〉，均收錄於胡繩武主編，

《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頁 79-116；頁 117-155）。筆者認為，維新運動時期形成的士紳輿

論空間和其對政治權利的訴求，為清末新政時期士紳廣泛的請願運動埋下了伏筆。關於這一

點，已超出了本文主題的範圍，留待日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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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nda Pamphlets During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kiyoshi Yaotani 

Abstract 

In recent discussions on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inquires have been directed toward the reform movement’s connections to the gentry. 

Many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new products, newspapers, societies, 

and schools on the gentry and presented various academic research findings. How-

ever, propaganda campaigns using pamphlets are also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reformists used pamphlets, and 

shows that not only the reformists, but also conservatives actively used pamphlets 

for propaganda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is situation, contrary to the conservatives’ 

original intentions, the realm of public opinion was eventually enlarged. 

Keywords:1898 Reform Morement, pamphlets , Ye Dehui, Yijiao Cong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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