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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現代性開展中首開風氣的先鋒： 

陳季同（1852-1907） 

陳俊啟
＊

 

摘 要 

陳季同（1852-1907），一位受過傳統國學訓練，又有健全的西學素養，曾追隨

郭嵩燾、李鳳苞、曾紀澤、薛福成等駐歐使節大臣，縱橫倚闔於法德等國，在中西外

交交涉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外交官，在中西文化的交流折衝中以及現代性（modernity）

的追求中，作出了為一般學界所忽視的重大貢獻。早在一般士人尚未與西方有接觸

之前，陳季同已然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爾後並在歐洲生活了 16年，廣泛悠遊於法德

社交界、文化界。陳季同不僅以法文寫出重要的介紹中國文化的著作（如《中國人

自畫像》，1884），膾炙人口，多次再版，受到西方讀者的歡迎，而且將西方文學觀

念介紹入中國，可說是晚清時期對於西方文學發展最瞭若指掌，並將中國文學帶入

「世界文學」的第一位文人。在此一現代性開展的過程中，陳季同這樣得風氣之先

的知識份子，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他的心路歷程為何？在此一中∕西、新∕

舊、自我∕他者的矛盾中他扮演了何種角色？而在此錯綜複雜的關係中他又如何自

處？如何安身立命？本文希望由思想史，文學史角度來探討這位在中國現代性開展

中首開風氣的重要人物。 

關鍵詞：陳季同、現代性、福州船政學堂、《中國人自畫像》、曾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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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oneer of Chinese Modernity: Chen 

Jitong (1852-1907) 

Chen Chun-Ch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General Tcheng Ki-tong (Chen Jitong, 1852-1907), a well-trained Late Qing Chinese 

diplomat, served as an attaché to famous envoys such as Guo Songtao, Zeng Jize, had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exchange of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In addition he was 

also an eminent proponent in the pursuit of Chinese modernity. Long before most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d any chance of getting themselves familiar with the West, Chen 

was already an active one in introducing Wester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to China an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French and made it part of world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look into the role he played in the pursuit of Chinese modernity as well as hi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oncept of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period. 

Keywords: Chen Jitong, modernity, Naval Academy of Fuchow,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 Zeng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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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現代性開展中首開風氣的先鋒： 

陳季同（1852-1907）1
 

陳俊啟 

一 

中國從 1840年與西方國家正式接觸，發生了鴉片戰爭，訂定了南京條約，賠款、

割讓香港，並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從此進入到李鴻章所

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錯綜複雜的歷史情境，不僅在外交、政治上，中國遭遇到

重大的衝擊，在思想、文化上也逐步地由「傳統中的蛻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

轉向「超出傳統的蛻變」（change beyond tradition）。原來中國的知識份子浸淫在自

給自足的中國文化的燦爛光芒之下，基本上他們所抱持的仍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

世界觀（world view）及價值觀（value system），而此一思想在中國歷千年大致並未

受到挑戰，不管是佛教的傳入或是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所傳入的思想，均未能挑戰

到原有的中國文化。因而，當中國在清朝末葉再度遭遇到西方力量的入侵時，首先

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來應付當前的困境，認為西方軍事武力之能打敗中

國，其實只是技術方面的優勢，中國只要將此一較缺乏、不甚發達的部分補足，即

可應付西方的強大力量，因而船堅砲利的技術層面的「術∕器」於是焉開展。然而

由英法聯軍以降，接二連三的軍事外交挫折，讓中國的士大夫瞭解到，所謂的船堅

砲利背後恐怕還有更深刻的類似「道」的東西的存在，因而士大夫逐漸地轉向社會

政治制度方面的關注。如此就開啟了更為廣泛的向西方學習的歷程，同治時期的自

                                                 

1
 本文初稿曾在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越界與美學：晚清至現當代中國文人的自我形象學術研討會」（2005

年 12月 8日）中宣讀，感謝文哲所會議籌備召集人彭小妍教授邀約以及東海大學林香伶教授的講評

及提供意見。同時感謝本文兩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他們的意見都以種種不同的方式成為文

章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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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運動由是開展，不僅要學西方的船堅炮利，更且要向西方學習他們的學問，也就

是「西學」。除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交機構於 1861年設立外，一方面造船、製砲

成為自強運動的重點，其中江南製造局成為造船、製砲的重要基地；另外左宗棠、

沈葆禎提議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也在自強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科技方面

的努力向西方學習外，西學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情形。首先值得注意的當然是新式

學堂的設立。在與外人來往交涉過程中如沒有適當的語言人才，所有事物僅能委諸

傳教士、買辦、通事，因而語言人才的培育乃當務之急，1862年設立的同文館即是

因應此一情境而生；上海的廣方言館等語言文字學館也隨之在各地建立。學習語言、

造船、製器，當然不能不逐漸觸及背後的西方文化，因而西書，尤其是所謂「格致」

一類書的翻譯就勢在必行，而譯西書就必然引入「西學」，中西文化的交流也無形中

展開。除此之外，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也成為自強運動中的重要措施。在容閎的推

動下，曾國藩、丁日昌、李鴻章等奏准朝廷，首度派遣留學生前往美國學習，開啟

了與西方文化接觸的重要管道。質言之，中國知識份子的心態在西方列強蠶食鯨吞

的衝擊之下不得不做出回應，而在此一回應之下，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顯然不得不

變，天朝心態不得不變，中國中心主義的心態不得不變。然而此一變化雖已展開，

但是歷千年賴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觀及價值觀當然不是一朝即可幡然大變，此得有待

更多的歷史發展來促成。 

中西文化的碰撞經歷了半個世紀錯綜複雜的發展，整體的中國文化的發展，以

一種「趨西追新」的型態出現了。 

現在，所謂的「西方」文化，所謂的「新」，所謂的「現代」到底又是什麼呢？

在未與西方接觸之前，我們說過，中國文化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文化體，基本上有其

自身獨力發展的環境，雖然與其他文化有所接觸，但是因為其文化特殊性，以及其

高度發展的燦爛文化，而其周遭文化相較而言，又無法與中國文化相抗衡，因而是

一個中國中心（China-centered）的文化，不需要也不能理解除了「自我」（self）之

外還有「他者」（other）的存在。因而，如我們上面所說，中國文化的變化演進，基

本上是在傳統中變化，完全是在中國文化思維範疇中調整、遞演。但是當中國在晚

清時遭遇到西方已然高度發展的現代西方文化，此一情形有了極大的變化。由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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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粗淺的「術」來理解西方文化，到後來逐漸的感知到自己所理解的僅是表面的西

方文化，而其背後其實有龐大的整體文化來造成現代的、新的、進步的「西方」，正

是中國與西方文化碰撞的一段心路歷程，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中「現代性」

（modernity）的碰撞。在此一過程中，中國首先是在一種被動的、無充分意識的情

境下被逼迫與西方接觸，這是早期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期間的情形；等到中國日

益接觸西人、西術、西學，對於西方文化的理解日益清晰，再經過甲午戰爭的衝擊，

到了 1894、5年之後，我們看到的已是有意識的趨西追新的過程。2而在此一發展的

過程，扮演了對西方現代性理解的重要一環即是 1860、70、80年代派至西方遊歷、

洽約、談判，以及後來的駐外使節的人員。 

在外交政治上，中國由原先的天朝心態，一步一步的做出自我調適，原本不願

與夷人交往的清朝政府以及官員，在西方強有力的軍事武力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壓力

下，不得不，也逐漸瞭解到中國已進入到必須逐漸脫離、改變固有與外界接觸的態

度及立場的時候了。也就是在某一幅度上，晚清的中國士大夫必須調整他們的天朝

心態以及世界觀，因而在 1861年清廷設立了「總理各國事物衙門」以處理「夷務」。

一方面清廷逐漸感受到外人於中國虛實，無不洞悉，然而反之中國對外國卻一無所

知；另一方面西人也希望促成更多合約的修訂，於是在 1866 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返英完婚之際，派遣文案斌椿率同文館學生三名，先後至

巴黎、倫敦及瑞典、俄國、德國，此乃中國首度前往西方的觀光團。在赫德之後，

則是 1867年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辭職後，恭親王、文

祥邀請蒲安臣擔任使臣，率隊前往歐西各國商議修約換約事宜，隨同者有總署章京

記名道志剛、記名知府孫家穀，以及英國使館翻譯、海關總署法員等人，赴美國、

再往英國、法國、瑞典、丹麥、荷蘭、德國，於 1870年底達俄國。同年 2月，蒲安

臣病逝於俄國，志剛、孫家穀等繼續率團訪問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最後經巴

                                                 

2
 有關清季民初對於「新」的追求之原委、過程，以及其對清末民初思想發展的影響，請參看羅志田

的長文：〈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收於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

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8-81。此文是筆者所見對此一現象所做的

最詳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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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東返。除了這兩批人員之外，另一個派遣出洋的則是 1878年崇厚為清廷派遣前往

俄京，就新疆伊犁事件與俄國外務大臣進行談判。這幾批派遣出洋的人員，是中國

早期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現代社會的例子。其中斌椿等人係觀光遊歷性質，蒲安臣是

臨時性質，而崇厚則是為謝罪，但是這些出洋人員中部份留下了幾部遊記，於遊歷

之過程及感想均有記載。3然而細加考察，斌椿、志剛等人出遊出使時，不是年歲已

大，便是仍然抱持天朝心態來看待西方人民及世界，因而對於西方現代社會的觀察

及記載相對而言，不是太過夜郎自大，過度偏頗，便是過於浮面，不見得能真正深

入到西方社會底層，瞭解西方文化的特性，更遑論真正掌握到西方現代性的本質。

此一情形，有待於 1870年至歐洲遊學的嚴復、陳季同等人方能有所改善，更深刻地

理解掌握西方文化的精髓了。 

在這幾位遊歐的學生之中，陳季同與嚴復、馬建忠相比，顯然較少受到重視。

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陳季同在 1875年即隨日意格（Prosper Giquel, 1835-1886）赴歐

洲採購機器，遊歷英、法、德、奧四國，再於 1877年以文案身份帶領學生赴歐學習，

從此在歐洲擔任中國駐歐參事等職 14年，直到 1891年方因案被遣回國，在歐洲縱

橫倚闔，以流利的英法文，遊走於歐洲上流社會，不僅與王公貴族、社會名流相交

往，同時也和學術界鉅子相過從，對於歐洲外交事物、社會情境，以及文學文化的

瞭解掌握，在當時實在無人可以與之相抗衡，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最早接觸並瞭解西

方現代社會的一位知識份子。除此之外，陳季同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亦扮演了極為重

要的角色，以法文撰寫了八部著作，發表一位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文化文學，以及對

於西方文化看法4；而在回國後，又以歐洲文學發展的潮流啟發了晚清小說家曾樸，

對於將世界文學趨勢帶入中國思想領域視野，實功不可沒。 

                                                 

3
 如斌椿、志剛、張德彝等人均有遊記留下，請參看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考察西方

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60-72、73-86、87-105。 

4 這八部著作分別為：(1) 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 (1884); (2) Le theâtre des Chinois, 

edtude de moeurs compares (1886); (3) Les contes Chinois (1889); (4) Les plaisir en Chine (1890); 

(5) Le roman de l’homme jaune (1890); (6) Les Parienes peints par un Chinois (1891); (7) Mon pays, 

la Chine d’aujourdi (1892); (8) L’amour héroïque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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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陳季同，字敬如，號三乘槎客，咸豐 2年（1852）年出生於福建侯官（今福州）

書香門第。5年少時孱弱，無法上學，但在床上臥病之際，卻將對面學塾的課業暗自

記誦，待後來上學時，基礎已奠定。《福建通志‧列傳》說其能博文強記：「時舉人王

葆辰為所中文案。一日，論《漢書》某事，忘其文，季同曰：出某傳，能背誦之。」6 1867

年季同 16才，至福建船政局探望叔父，得知船政局「求是堂藝局」考試招去歐洲讀

書學生，即報名，並通過考試，進入法文學堂（Ecole francaise des constructions 

navales）。「求是堂藝局」分前後兩學堂，前學堂教授有關駕駛、設計和藝圃，用法

語教授，陳季同屬之；後學堂則包括駕駛及輪機專業，以英文教授。季同原本不識

法文，但在堅毅不拔的努力用功後，不僅對於法文有相當掌握，後來到了法國後，

還能以法文著作，出版書籍，成為暢銷作者。季同成績在同學中「歷經甄別，皆冠

其曹」。7 1875年第一屆船政學堂學生共 21人畢業，其中陳季同與同學羅豐祿、魏

瀚、劉步蟾等 8名學生為船政局所留用。季同在船政局讀書總計 8年，於法文、學

術及專業訓練均學有成。1875年沈葆禎奏請派日意格率學生至歐洲購置機器，並遊

歷英吉利、法蘭西等處，魏瀚、陳季同、陳兆翱、劉步蟾及林泰曾等 5人隨行。根

據巴斯蒂（Mme Basdil Bruguiere），這批學生是大約 20歲上下的年輕人，有多年的

語言及專業訓練，而且充滿了朝氣及好奇心，樂於觀察及學習，而且口才便給，「與

1872年 7月容閎主持選派的赴美留學團不同的是，這些學生不是未成年的幼童，而

是 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懂英語或法語，既具有相當豐富的歐洲科學文化知識，

又有非常扎實的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因而表現極為出色。8其中陳季同的中文最好，

                                                 

5
 以下有關陳季同的生平傳記除參考沈慶瑜所撰的陳季同事略（見《福建通志‧略傳》卷 39，收於陳

季同著，黃興濤等譯：《中國人自畫像》（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附錄一）外，並大量參考

整理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中第一章及附錄一〈陳

季同編年事輯〉中的資料，謹此聲明致謝。 

6 福建通志局纂修：《福建通志》，列傳卷 39。見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頁 304。 

7 福建通志局纂修：《福建通志》，列傳卷 39。見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頁 304。 

8 巴斯蒂：〈清末赴歐的留學生們─福建船政局引進近代技術的前前後後〉，引自《辛亥革命使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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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為日意格草擬發回船政局及兩江總督的電稿及信件。 

1876年陳季同回國向兩江總督沈葆禎述職，並向直隸總督李鴻章報告，有關旅

行及英法高等學校的報告獲得李鴻章好感，奠下了兩人爾後 20 年的密切關係。次

年，當清廷派遣第二批福州福政局學生赴歐學習時，陳季同以文案身份隨行，羅豐

祿任翻譯、馬建忠任隨員，陳季同並在出發前拜見清朝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9這次

赴歐學習的船政局學生及人員較多，共有 30人，其中包括了爾後中國的著名人物，

如嚴復、馬建忠等思想人物及劉步蟾、鄧世昌、薩鎮冰等重要海軍將領。1877年 2

月陳季同與船政學堂學生出發赴歐，在 4月 5日抵達法國馬賽，從此展開他的歐洲

生涯。在 4月初一日陳季同訪出使大臣郭嵩燾，確定與馬建忠同習法國法律，並於

5月入法國政治學堂（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及法律學堂（Ecole de droit）

學習公法律例。1878年除了擔任文案之外，陳季同又兼任使館翻譯，正式進入外交

界，參與外交活動，並廣泛地參觀，與政界人士社會名流交往。黎庶昌在《西洋雜

志》中記載：「巴黎窩必納，推海內戲館第一……巴黎大會時，予素識之英國密斯盧

碧者……予邀至窩必納觀劇，不意適得伯理璽天德坐廂，兼請聯春卿、馬眉叔、陳

敬如陪敘。」10陳季同除了觀戲、參觀萬國珍奇會（郭嵩燾日記同年 3 月 26 日），

當然也參與了處理外交文件、遞任國書、觀閱兵禮，參觀巴黎名勝如榮軍院、天文

館、德國克魯伯兵工廠並繪製工廠草圖，頗得郭嵩燾肯定。陳季同還廣結社會名流，

於學術中人有相當掌握，郭嵩燾曾記載「陳敬如開示法國有學問者十一人」（6月 13

日日記）。 

1878 年 10 月，李鳳苞奉旨出使德國，陳季同隨行，仍兼文案、翻譯。郭嵩燾

記載，「晚為李丹崖餞行，因邀傅雅蘭〔引按：應為「傅蘭雅」〕、日意格……陳敬如……

嚴又陵……一會。傅雅蘭〔蘭雅〕、陳敬如、羅稷臣〔豐祿〕皆從丹崖赴德國者也。」

（10月 6日條）陳季同結交柏林官紳、武官，甚至與德皇弗理德里克與宰相俾斯麥

                                                                                                                                      

第 8 輯，頁 193。另亦可參看郭延禮：〈福建文人與中西文化交流〉，《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科

版）2（2001），頁 90-94、99。 

9 見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876 年 9 月初六、初十條。 

10 黎庶昌：《西洋雜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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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好。根據李鳳苞記載，郭嵩燾曾對陳季同有如下評價：「初四日與郭筠帥商定咨調

兼辦英法翻譯之羅豐祿、陳季同隨同赴德。筠帥謂羅則靜默，可以討論學問，陳則

活潑，可以泛應事務。再能歷練官常，中外貫通，可勝大任矣。」11大致上陳季同

果然是相當幹練，不過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是陳季同也與經濟學家勒普來（F. Le Play）

以及劇作家拉比什（E. Labiche）交往，這方面的交遊可以讓我們瞭解到陳季同與學

界和文界的關係。12 1882年陳季同告假回國六個月，途經越南，次年 3月向李鴻章

述職，受命收集有關越南問題之情報，後來在中法戰爭及事後的談判交涉中，扮演

了極重要的角色，但也因為直接受命李鴻章，與法德當局進行秘密談判，因而觸怒

曾紀澤。13 1884年在中法關係緊張之刻，巴黎《兩個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

雜誌開始連載陳季同的《中國和中國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共 18篇文章，後

來這本著作以 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1884）出版。14這本書以及 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étude de moeurs comparées（1886）（《中國人的戲劇》）因為與 Foucault de 

Mondion 之間的著作權問題引發了一場論戰。15在 1887 年陳季同致蒙弟翁的書信

中，提及《中國人的自畫像》在 1886年已印製第 11次，共 17000冊，《中國人的戲

劇》則到 1886年 1月印刷 3次，共 6000冊。16這個數字恐怕是 20世紀前中國人在

西方出版書籍的紀錄，也是我們衡量陳季同中西文化交流重要性的一個指標。除了

外交官的身份，陳季同現在也是一位通俗作家，常常受邀請演講，其受歡迎的情形，

可從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的記載看到： 

                                                 

11
 曾紀澤、李鳳苞：《使歐日記》（臺北：黎明文化，1988），頁 132。 

12 見亨利‧比盧瓦：《陳季同將軍》，轉引自李華川：〈陳季同編年事輯〉，《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

程》，頁 172。拉比什（Eugene Labiche, 1815-1888），法國劇作家，著名的通俗輕鬧劇作者，在法

國第二共和時期，曾獨自或與人合寫超過 160部劇，其作品反映了他對社會中下階層庸俗習俗的敏

銳觀察及嘲諷。 

13 可參見李華川：〈中法戰爭中的角色〉，《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18-26。 

14 英文版 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 trans James Millington (London: Field & Tuer, The 

Leadenhall Press, E.C., 1884)，中文版則有黃興濤等譯：《中國人自畫像》（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8）及段映虹譯：《中國人自畫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兩種譯本。 

15 有關陳季同與蒙弟翁兩人對於這兩本書的著作權問題，可參看李華川：〈兩部書的著作權〉，《晚清

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27-35中的討論。 

16 Foucault de Modion, Quand j’etais mandarin, p. 59，引自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

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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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陳季同〕身著漂亮的紫色長袍，高貴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飽滿的面

容，年輕而快活，面帶微笑，露出好看的牙齒。他身材健壯，聲音低沈有力

又清晰明快。這是一次風趣幽默的精彩演出，出自一個男人和一個高貴種族

之口，非常法國化，但更有中國味。在微笑和客氣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內心

裡的輕蔑，他自知高我們一等，把法國公眾視作孩子……聽眾情緒熱烈，喝

下所有的迷魂湯，瘋狂地鼓掌……在今晚的四個演講者中，無疑，伏爾泰會

覺得這個中國人是最有法國味的。17
 

在 1889年 6月，陳季同出版了 Les Contes chinois（《中國故事集》），主要是改譯了

《聊齋誌異》中的 26篇故事。法國文豪法郎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曾為此

書寫書評，認為「陳季同將軍最近出版的《中國故事集》，比以前的所有同類翻譯都

要忠實得多。」18法朗士甚至認為陳季同的風格，讓他「聯想到服爾泰的反諷及孟德

斯鳩的深刻」。19在 1890年到 1891年陳季同則為了私債問題，最後被遣送回國。20陳

季同一共在歐洲生活了 16年。 

三 

陳季同在回到中國之前，一方面除了作為一位外交官，對於中國與歐洲諸國之

間外交事務上的折衝尊俎外，另一方面他在文化上則扮演了中國知識份子從來沒人

從事過的文化傳播工作。我們前面提過他在總共有八本法文著作的寫作。貫穿於這

些作品中的主題，大致上是要藉由這些作品來矯正西方對於中國及中國文化的扭曲

                                                 

17
 Le cloitre de la Rue d’Ulm, Journal de Romain Rolland a l’Ecole Normale, pp. 276-277，引自李華

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191。 

18 參見 Anatole France, La vie littéraire (3) (Paris: Calmann Levy, 1925), p. 80，引自李華川：《晚清一

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192。 

19 Anatole France, La Vie littéraire (Paris: Calman Levy, 1892), pp. 79-91，引自 Catherine Vance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7: 2 

(Dec. 1997), p. 439. 

20 有關陳季同的私債問題，以及其背後的來龍去脈，到目前以李華川的討論最為詳盡。見李華川：〈私

債問題本末〉，《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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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錯誤觀念。因而李華川認為「破除歐洲人對中國的偏見、使西方人瞭解真正的中

國，成為他寫作的最初動機和主要目的。」21陳季同在《中國人自畫像》的〈序言〉

中將此一意圖清楚的地表明： 

旅居歐洲十年，我發覺中國是世上最不為人所知的國家。但人們對中國並不

缺乏好奇心。一切來自中國的東西都格外吸引人。一個微不足道的的小玩藝

─一只透明的小磁杯，甚至一把扇子，都被視作稀世珍品。他們只是中國

貨呀！從這種好奇和驚訝來看，人們可能把我們中國人想像成一種被馴化了

的類人動物，在動物園裡表演著各種滑稽動作。……他們對於中國這塊土地

的瞭解僅限於此！不用說，逐漸瞭解了西方人對我們的看法之後，我驚愕不

已。在歐洲，我不僅常常被問及一些極為荒繆可笑、愚不可及的問題，而且

發現，甚至那些自稱要描述中國的書籍也談到了許多怪誕不經的事情。22 

陳季同因而要從事的是要讓歐洲人更能理解中國，而最能呈現真正中國本質的則是

由中國人自己刻畫描述的圖案。 

我打算在這本書中實事求是地描述中國─按照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理解來

繼續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但卻以歐洲人的精神和風格來寫。我希望用我先天

的經驗來補助後天的所得，總之，像一位瞭解我所知道的關於中國一切的歐

洲人那樣去思考，並願意就研究所及，指出西方文明與遠東文明之間的異同

所在。（《中國人自畫像》，頁 5） 

因而，陳季同的書是由深刻瞭解中國文化，而且又懂得以歐洲人熟悉的表達方式及

風格來寫作的作品，在書中陳季同談中論西，並在文中帶入了許多西方人熟悉的作

家及其作品，如書中述及了 Jules Verne (1828-1905),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 Molière (1622-1673), Jean Racine (1639-1699), Pierre 

de Ronsard (1524-1585), Victor Hugo (1802-1885), Alexandre Dumas, père (1802-1870), 

Blaise Pascal (1623-1662),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 Jean-Baptiste 

Rousseau (1671-1741), Jules Michelet (1798-1874) 等人，因而書一出，自然風靡法國

                                                 

21
 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64。 

22 Tcheng ki-tong, 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 (Paris: Calman Levi, 1884)。筆者所採的譯文為黃

興濤等譯：《中國人自畫像》，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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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歐洲。 

當然，我們也很明白，雖然陳季同在福州學習西方的語言及學問，然後在歐洲

生活了十數年，他對西方文明顯然會有相當的認識，但是當他在呈現中國文化時，

其實還是有中國本位，較多地站在中國的立場上來為中國辯護，這恐怕也是縱使是

陳季同這樣熟稔西學的人很難擺脫的。在《中國人的自畫像》，比方說，當陳季同在

處理中國人的婚姻觀時，他認為「婚姻在中國純粹被看做是家庭制度─其唯一目

的就是繁衍壯大家族」。23如在談中國的婦女時，陳季同提及了納妾： 

「納妾」這個詞本身所帶的不良意味將妨礙我找到公正的讀者。情婦，你可

以盡情擁有，但你不能納妾。妾和情婦之間的區別其實很難解釋清楚。中國

式的情婦或者說妾與歐洲的情婦不同，因為她得到了認可─是一種合法的

情婦。……我們的社會制度最關注的是下一代的前途，人丁興旺本身就是家

族的榮耀。在這種制度下，非婚生的男孩散居在外便違背了傳統習俗。納妾

制就是為此而設，這樣男人就沒有藉口出外獵奇了。（《中國人自畫像》，頁

36） 

而在討論中國婦女在社會上的情境時，陳季同對於其所遭受的綁腳等不合理不平等

的處境，也只是以一種浮面而略帶輕佻的語氣輕輕帶過，而未能深入地去作批判： 

中國婦女常被人想像成可憐的生物，他們幾乎不能走路，禁錮在家中，身邊

只有佣人和丈夫的小妾。我們必須澄清……。對中國婦女的此種描述與一本

字典給龍蝦下的權威定義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本字典鄭重地寫道：龍蝦，

倒退行走的小紅魚。當然，習慣了的想法很難改變。……龍蝦不是紅色的，

從來不是！中國婦女和你我一樣走路，她們甚至能踮著小腳跑動。再補充一

點，會使講故事者更尷尬：中國婦女也出門散步或乘轎出行，且從不戴面紗，

不怕不懷好意的窺視。（《中國人自畫像》，頁 33） 

這裡我們看到陳季同的辯護姿態遠勝於思考批判，在面臨接觸到了歐洲不同的家庭

制度、婚姻觀後，陳季同似乎也無法脫離其賴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又如

葉凱蒂所指出的，當陳季同在描摹中國社會時，將之呈現為一個和諧無間，沒有西

                                                 

23
 黃興濤等譯：《中國人自畫像》，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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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階級傾軋鬥爭的情景，但是卻未能指出當時滿清政府與太平天國，與捻族等的

緊張情形。他的陳述「引發一種浪漫的和諧感」，將一個後來使得中國菁英份子分歧

的重大議題模糊化了。24
 

當然，除了如陳季同所希望的，恰如其份地介紹中國文化及風俗習慣外，由於

他在歐洲停留的時間極長，接觸的層面也極廣，因而在行文中我們也會看到他會針

對一些中西文化異同現象的描述及反思，在這些層面上，我們可以觀察到陳對於西

方社會現代特性的看法。比方說，報紙即是其中一例。 

在這個我們稱之為「公眾」的廣闊無垠、延綿不絕的新世界裡，製造輿論並

即刻用成千上萬份報紙迅速加以擴散，是一種高貴的職業。我是歐洲報紙的

崇尚者，它能讓你輕鬆地打發時光，是旅途中形影不離、隨時為你效勞的伙

伴。報刊無所不在，每個火車站都有，有了報紙的陪伴，你就不會百無聊賴。

這也許是給報紙的最好評語。（《中國人自畫像》，頁 49） 

他接著比較了中西報紙： 

中國的報紙與歐洲報刊沒有什麼相似之處─我是指歐洲報刊是在出版完

全自由的制度下運行的。……儘管我們沒有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但卻有公

眾輿論，從後文可以看出它並不是徒有虛名的。……（《中國人自畫像》，頁

50） 

在提出「出版自由」、「新聞自由」之後，陳季同進一步討論了「輿論」的意涵，在

這兒我們看到了一位久處歐洲西方現代社會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於現代性中的「公共

輿論」的思考： 

報刊是輿論的一種匯集。當今社會是統一的整體，從這個觀點出發，報刊在

輿論相當多的時候會起到巨大的實際作用。中國沒有新聞業，自然不易瞭解

公眾輿論。不過，在實際政治事務中，我們也存在著民主派和保守派。一些

人總是守著本朝的古老傳統，根本不願向革新精神作任何讓步，和世界各地

的反動勢力親如兄弟。也有很多人信奉民主精神，但這種精神和西方民主精

神的意向不同。西方民主包羅萬象，意義範圍無限，這裡就不再詳述了，但

                                                 

24
 Catherine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p.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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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合我們的民主派的口味，我們的民主派認為他們正在按照民眾可能有

所收益的方式推動著人民大眾的利益。（《中國人自畫像》，頁 52-53） 

其實陳季同已然觸及了西方現代社會中報刊或輿論對於整體社會推行理念，往前發

展的重要角色了。不過他很快地又回復到為中國辯護的立場上了，使得更進一步的

討論沒能開展出來。25葉凱蒂對於陳季同在歐洲的作品所呈現的特質有這樣的觀

察：「陳季同的作品顯現出他陷入到一個兩難的困境。他接受歐洲社會的內在運作原

則，而且投入到法國文學以及拿破崙法典的研究，然而，他對中國文化遺產的強烈

認同以及對中華民族的堅信，使得他從一個愛國者的立場來呈現中國，致使他未能

帶批判的眼光來為與歐洲文化原則強烈對比的中國文化遺產喝采。藉由一種歐洲的

感性，但卻堅持中式的原則，他試圖要來解決此一矛盾。」26
 

此外，還有一些西方現代社會中發展出來的現象或機制，面對這些，比方說博

物館，陳季同便只有讚賞欣羨的份了。巴黎的羅浮宮便是其中的例子。身為駐英法

德的外交官，陳有很多機會到訪羅浮宮，其中豐富的收藏，以及博物館整體運作，

對外開放展覽的情形，讓他只能感到「非常遺憾」中國未能有類似的機構： 

這是一個令人欽佩的機構，我非常遺憾中國沒有類似的事物。當然，我們也

有極為豐富的收藏，但只限於中國，而沒有別國的藝術品，況且，這些收藏

只屬於幾個特殊人物，它們不向公眾開放，人們不能像幸福的巴黎居民那

樣，每天都能免費在博物館中接受教育。……法國所有機構有一個共同特

點，就是都能致力於對民眾的啟蒙工作。植物園、動物園、博物館、國立工

廠、任何圖書館，參觀者都能免費觀賞、考察。 

然後他再度對此現象作了對比： 

實際上，我們沒有相似的機構。我們的皇家圖書館指向少數特權階級的人物

開放，例如翰林院的翰林。而且各省圖書館幾乎只收藏中文書，不具有巴黎

大圖書館國際化的特點。 

                                                 

25
 有關報刊輿論在現代性的開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參看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

自由談》談起〉，以及〈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兩文皆收於氏著：《李歐梵自選集》（上海：上

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 137-154、265-279。 

26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p. 443. 引文是筆者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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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直到現在，這種圖書收集的需要還不存在。只要我們還守株在家，我

們就會只滿足於自己的一點兒老底兒。如今，中國與世界其他部分需要更多

地認識外國，吸收他們的文學和科學，研究過去，瞭解那些以前幾世紀與我

們沒有一點兒聯繫的民族的歷史。27 

其實，在西方博物館的設置，不僅陳季同有所感，其他由中國到達歐洲，接觸到西

方現代社會的中國人，如斌椿、張德儀、王韜、黎庶昌、薛福成等人都有類似的經

驗。除了報刊、博物館，陳季同廣泛參觀遊覽及觀賞戲劇，他也常常漫步在巴黎的

拉丁區或是光顧咖啡館。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所提到的現代都市中的閒逛者（flâneur）。28這是中國人與西方現代性其中一個面向

接觸的反應。 

除了《中國人自畫像》、《中國人的快樂》等一類介紹中國社會風俗習慣一類的

書籍外，陳季同也撰寫了 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1886), Les contes Chinois (1889), Les 

roman de l’homme jaune (1890), L’amour héroïque (1904)。大致而言，一方面這是陳季

同個人向西方「輸出」中國文化，達到讓西方人更深入理解中國文學文化的一個作

為，也就是一種比較研究，更深入地對於中西兩種文化本質的探索研究，如《中國

人的戲劇》及《中國故事集》即是。《中國人的戲劇》可以說是「中國人以西方方式

論述中國戲劇的第一本著作」。作者認為中國戲劇與西方戲劇有本質上的不同，中國

戲劇是通俗的民間藝術，而西方則是走向達官貴族的享樂藝術；中國戲劇較為抽象，

或虛化（dématérialiser）；西方的戲劇則較寫實。在劇院舞臺方面，中西也有出入，

布景場景方面，西方力求豪華規模，中國劇場則簡單但充滿象徵意涵。29陳季同對

中西戲劇比較研究的看法，不禁讓我們聯想起稍後 20世紀德國劇作家 Bertolt Brecht

「史詩劇場」（epic theatre）中對於中國傳統戲劇寫意象徵的推崇及借鏡。在另一面

向，我們也可做出可能的推斷，也就是，也許也存在著陳季同個人深深理解到作為

一個身份特殊的「外籍」作家，他所獨具的一種可以使用的策略，也就是以一種「異

                                                 

27
 Tcheng Ki-tong, Les Parisiens peints par un Chinois, pp. 115-116，引自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

文化歷程》，頁 84。 

28 有關「閒逛者」，可參看 Keith Tester, ed. The Flâneur (London: Routeledge, 1994). 

29 請參看李華川的討論，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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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調」（exoticism）作為書寫的手法，來達到作品廣為流傳的效果，如《黃衫客傳

奇》、《英勇的愛》應屬於此類作品。證諸陳季同作品在歐洲的廣受歡迎，這樣的推

論大約不是太離譜。 

陳季同在歐洲的時光，比較多的作為是試圖矯正西方人對中國文化、風俗習慣

等的扭曲觀念，同時將中國文學、文化以一種西方人較可以接受的方式帶到他們眼

前。但在 1891年被召回中國後，陳季同所採的途徑顯然與在歐洲時不一樣，他爾後

較多的心思及經歷是放在如何將西方的現代思考、現代思維、以及現代文學觀念帶

到國人面前。 

四 

回到中國後，陳季同基本上不再參與外交事務，不過在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

發，臺灣巡撫唐景崧調陳季同赴臺，陳在 4月 20日抵臺，試圖以其多年來與法國的

關係，與法國水師提督協議，保護臺灣，然事未果。日本佔據臺灣後，陳季同促成

臺灣民主國的成立，擔任外務衙門督辦，負責臺灣對外外交事務。30陳季同於臺灣

政體多有獻策，依日人伊能嘉炬，「臺灣民主國乃唐景崧幕僚陳季同傚法法蘭西共和

國之建設所規劃者。」31民主國敗亡後，陳季同率「駕時」、「斯美」等四艦赴兩江

總督張之洞處呈繳。32陳季同後來曾作《弔臺灣》四律，頗能見其心態： 

憶從海上訪仙蹤，今隔蓬山幾萬重。蜃市樓臺隨水逝，桃源天地看雲封。憐

他鰲戴偏無力，待到狼吞又取容。兩宇亢卑渾不解，邊氛後此正洶洶！ 

金錢卅兆買遼回，一島居然付劫灰？強謂彈丸等甌脫，忍將鎖鑰委塵埃。傷

                                                 

30
 連橫：《臺灣詩乘》：「乙未之役，臺灣自主，奉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以禮部主事李秉端為軍務大

臣，刑部主事俞明震為內務大臣、副將陳季同為外務大臣。季同字敬如，福建閩縣人，曾學歐洲，

為駐法參贊。劉壯肅撫臺時，延為幕客，以功至副將。」詳見連橫：《連雅堂全集：臺灣詩乘》（南

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227。 

31 見吳錫德：〈臺灣民主國兩要角與法國淵源〉，《歷史月刊》189（2003.10），頁 44。 

32 《陳季同傳》，收於黃興濤等譯：《中國人自畫像》，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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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門因揖盜開。似念兵勞許休息，將臺作偃伯靈臺。 

鯨鯢吞噬到鯤身，漁父蹣跚許問津。莫保河山空守舊，頓忘唇齒借維新。蓬

蒿滿目囚同泣，桑梓傷心鬼與鄰。寄語赤崁諸父老，朝秦暮楚亦前因。 

臺陽非復舊衣冠，從此威儀失漢官。壺嶠而今成弱水，海天何計挽狂瀾？誰

云名下無虛士，不信軍中有一韓。絕好湖山今已矣，故鄉遙望淚舊欄杆。33
 

1895年回到大陸後，陳季同「僑居上海，以文酒自娛。西人有詞獄，領事不能決。

咸取質要；為發一言或書數語與之，讞無不定。其精於西律之驗如此。西人航梯之

來吾國者，莫不交口稱季同。」34同時又與康有為、梁啟超、馬相伯、馬建忠來往，

於維新事業有與焉。35陳季同並非池中物，雖經挫折但仍思要有所表抒貢獻一己之

力，有關季同在此面向上的經歷及心路歷程，他在《學賈吟》中一些詩歌中有所描

述及表懷。季同在 1896年夏天由上海出發，經漢口入湘進黔，在黔中考察礦產三月

後，於 1897年初回到上海。在《學賈吟》詩冊中，除了對於自己在仕途上的蹇滯不

得志心情的抒發外，季同也對中國豐富的物礦產及如何開發之，有一些想法，如在

〈硃砂礦〉及〈鐵〉詩中，陳季同如此自我期許： 

乞得神仙治世方，搜求鉛汞入苗荒。地中水滿四相廠，洞口電封上合塘。未

必探囊如取物，有時鑿壁豈偷光。鐵鞋已破征衫敝，一片熱誠佐自強。 

骨骼錚錚產自天，含藏醞蓄幾經年。屈伸不畏爐錘巨，磨煉能同金石堅。披

                                                 

33
 此處〈弔臺灣〉採的是陳季同在《學賈吟》中的版本，見陳季同著，錢南秀整理：《學賈吟》（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51-152。這組詩是所見最早版本，錢南秀認為比收入連橫《臺灣詩乘》

中的版本「更能表達季同當時的激憤。或許後來傳鈔者因顧忌而稍稍減緩語氣？」（見《學賈吟‧

前言》，頁 6。沈嚴在同書〈心聲百感交集 心畫神采奕奕─陳季同《學賈吟》書藝略評〉中也認

為此處的用語表現「感情色彩更為濃烈，愛國熱情更為凸現」（頁 166）。筆者基本上同意錢氏及沈

氏的看法。連橫在《臺灣詩乘》中所引的版本較常見的，茲不贅錄。 

34 福建通志局纂修：《福建通志》，列傳卷 39。見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頁 305-306。 

35 某（不明作者）：「丙申七月，《時務報》出版，報館在英租界四馬路石路，任兄住宅在跑馬廳泥城

橋西新馬路梅福里，馬相伯先生與其弟眉叔先生同居，住宅在新馬路口，相隔甚近，晨夕相過從。

麥儒博於是年之冬亦由廣東到上海，與任兄及弟三人每日晚間輒過馬先生處習拉丁文。徐仲虎建

寅、盛杏孫、嚴又陵、陳季同及江南製造局、漢陽鐵廠諸公，與乎當時之所謂洋務諸名公，皆因馬

先生弟兄而相識。」〈時務報時代之梁任公〉，收入丁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上）（臺北：

世界書局，1988，四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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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勇當千炮雨，作舟功在一輪煙。只因欲化逢時器，費盡經營細爍煎。36
 

另如〈煤〉（頁 37）等詩中均有類似描詠。在 1897年陳季同又設立公司，欲修蘇寧

鐵道，未成。投資湖南鉛礦，亦未成： 

前晚坐洋車，至大馬路口，遇見妻弩猶在馬車候我，遂與之偕歸。以冷炙殘

羹、酪漿羶肉，聊充飢渴，究不及魚生粥遠甚。日來腰腿作痛，步履艱難，

較之卓如傷股，真有同病相憐之苦。弗克趨談，職此之故。鉛礦事，前途出

遊未歸，容熟思一兩妥之策，無礙大局，挽救委員，第夫知究能作得到否？37
 

陳季同和晚清文人劉鶚類似，也參與到晚清的「商戰」中去了，但看來也和劉鶚一

樣，遭遇到不少挫折。38
 

陳季同在 1898年 7月與其弟陳壽彭創立《求是報》（International Review）於上

海，以陳衍為主筆。根據《求是報》第 1期的〈告白〉： 

本館不著論議，以副實事求是之意。報首恭列上諭，其次分為內、外編。內

編之目三：曰交涉類編，曰時事類編，曰附錄。外編之目五：曰西報譯編，

曰西律新譯，曰製造類編，曰格致類編，曰泰西稗編。……39
 

由此〈告白〉看來，內編「交涉」、「時事」等事項，顯然是與中國外交、涉外、或

世界情勢有關；而外編的「西報編譯」、「西律新譯」、「製造類編」、「格致類編」、「泰

西稗編」，亦是在引進介紹西方的法律、實業、科學發展，以及文學等方面的消息。

其背後的精神首先應是要讓中國不隔絕於外在的世界，其次則進而能參與到世界的

話語中，成為其中的一份子。陳季同在在編輯此一刊物時，實際上的作為是以自己

在國際公法及法律的專業知識，來翻譯法國法律及文學。在 1898年 8月，陳季同譯

《法蘭西民主國立國律》（即《法國民法典》，又名《拿破崙法典》），並作譯序，在

其中他提出： 

                                                 

36
 陳季同著，錢南秀整理：《學賈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7、37。 

37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9），頁 2010。 

38 有關劉鶚的經商（或商戰），請參看陳俊啟：〈徘徊於傳統與現代之間─晚清文人劉鶚的一個思想

史個案考察》，《國立編譯館館刊》30：1＆2（2001.12），頁 305-328。 

39 轉引自李華川：〈陳季同編年事蹟〉，《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附錄一），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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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海禁開後四十餘年，講通商、習洋務者時繁有徒，而能不亢不卑、折衝

樽俎，頗不數覯，病在於未能知己知彼也。問泰西何以強？則曰輪船槍砲。

何以富，則曰通商開礦。殊不知輪船槍砲、通商開礦，若無律法以繩之，安

能億萬一心以致富強哉？（《求是報》第 1期，「西律新譯」）40
 

在學習西學多年，又在歐洲待過十數年，陳季同相當清楚地知道其實西方之所

以富強，並不在輪船槍砲或是通商開礦，而是在於其背後促使西方走向現代的制度、

文化及思維，也就是一種「現代性」的追求。何謂「現代性」？根據社會學者黃瑞

祺的看法： 

「現代性」具有特定的時空屬性，可以簡單說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現

代性」在個人層次而言指一種感覺、思維、態度及行為的方式（所謂「個人

現代性」），在結構層次而言是指社會制度、組織、文化以及世界秩序的一種

特性。所以從歷史上來說，「現代性」是一種新的全貌（new constellation），

包括生活中的重要層面，而以「西方理性」為其核心……。41
 

對於現代性的探討，首先一個歷史的瞭解與掌握是必要的。社會學家認為從社會發

展的角度來看現代性的形成與歐洲的興起和擴張有密切的關係。42一般的認知中，

認為現代社會的形成是由 19世紀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肇始，但是今天社會

學家則認為現代社會的形成應該可以追溯到西歐封建制度崩解後，因為社會經濟層

面全面而急速發展而產生的。43大致而言，從歐洲中古末期，西方的一些歷史事件

及相關的運動（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層面）相互糾結影響，最後形成

一個我們今天所瞭解的「現代性」。44通常我們討論歐洲現代性的淵源都會包含歐洲

中古後期城市的興起（11-13世紀）、文藝復興運動（14-15世紀）、海外探險及殖民

主義（15-19世紀）、資本主義（14-29世紀）、宗教改革（16世紀）、民族國家（15-17

                                                 

40
 轉引自李華川：〈陳季同編年事蹟〉，《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附錄一），頁 217。 

41 黃瑞祺：〈現代性的省察─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臺灣社會學刊》19（1996.3），頁 170。 

42 黃瑞祺：〈現代性的省察─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頁 173-174。 

43 見 Stuart Hall, ”Introduction” to Stuart Hall, David Held, Don Hubert & Kenneth Thompson, eds.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 3. 

44 有關「現代性」的形成以及這幾股脈絡相互之間的糾結關係，可參看 Stuart Hall,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p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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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民主革命（17 世紀）、科學革命（17 世紀）、啟蒙運動（18 世紀）、工業革

命（18-19世紀）等，而在這背後可以說是一種西方理性精神的高度發揮。45  

在歷經黑暗時期（Dark Ages）之後，西方進入到另一歷史的階段，與此一歷史

進程同時，人們對於他們自己的處境有另一不同的感受，認為現在已進入到另一有

別於過去的「現代」階段，只要憑藉「理性」，人類可以克服一切，朝前邁進，走入

一「新」的、光明的、美好的、進步的的時代。46在文藝復興的開展中，對於希臘羅

馬文化有重新重視的趨勢，宗教文化有逐漸走向世俗化及平民化，形成以「人」為中

心的「人文主義」（humanism）。47由於對於人的重視，同時也強調了自希臘文化以降

的人的理性，認為憑藉人的理性，人類可以克服自然，掌握一切。馬羅（Christopher 

Marlow, 1564-1593）的 The Tragic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1604）中的浮士德博士

即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為了獲取更多的知識及權力，不惜將靈魂賣給魔鬼。此一

脈絡發展到了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更是具體形成了啟蒙論述，強調了「進步」

（progress）、「科學」（science）、「理性」（reason）及「自然」（nature）也開啟了無

止境地追求物質進步及繁榮，消除偏見與迷信（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去魅」

disenchantment），並由於人類知識及理解的增進進而掌握自然。48後來思想史家史華

慈（Benjamin I. Schwartz）曾以普羅米修斯–浮士德精神（Promethean- Faustian spirit）

來描述嚴復對於西方文化的理解。49 

由於此一特殊精神的開展，不管是在資本主義、宗教改革、民族國家、民主制

                                                 

45
 黃瑞祺：〈現代性的省察─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頁 176-192。尤其頁 189、190 的表對於掌握

「現代性」的形塑有相當幫助。 

46 參看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Durham: Duke UP, 1987)；亦請參看本書中譯本，馬泰‧卡林內斯基著，顧愛彬等譯：《現代性的

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後現代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9-10、

27-28。 

47 有關「文藝復興」的界定眾說紛紜，參見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9), pp.264-268. “Renaissance”條。 

48 Modernity, p. 4. Peter Hamilton 在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中對於

「啟蒙運動」有深入的討論，參看 Modernity，頁 19-54，尤其是頁 23-24 對於啟蒙理念的歸納。 

49 請參看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P,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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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面向都有長足而明顯的發展。比方說在民主制

度方面，社會結構因科學理性精神的發揚，促使技術的高度發展，進而促使生產方

式的改變，影響到工商業的運作結構後，產生了所謂的中產階級（the bourgeoisie），

這些中產階級彼此之間因有一種休戚與共的感覺，也要為自己爭取在社會上的一種

權利，與歐洲進展中的民主化過程（democratization）又合轍匯流。民主化過程一般

均以英國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美國獨立以及法國革命為里程碑。光

榮革命中英國國會簽署了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確立議員言論自由，對國

王權力限制，國王不得否決國會法律及法案。國會成為最高立法機構。美國獨立戰

爭則建立聯邦共和國，制訂成文憲法，採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制，民主法治規模確立。

法國革命則是另一波民主發展的重要過程。在巴斯底獄事件後，全國人民起而驅逐

官吏，組織自治政府，成立國民軍，推翻專制體系，以國民會議掌權，封建制度因

而廢除、貴族封號及特權取消。人權宣言發表，保障人民自由、平等權利等。法國

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成為政治體制及民主變革的重要精神，現代的民

主化基本上確立。我們看到中產階級在此一波的民主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

除了在上述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對於民主制度的參與與推動，

他們也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如何更進一步藉由參與到民主運作機制中來保障自己的

權利，同時在參與中（participating in）又對其運作有一種超脫批判（detached from）

的立場，可以說是今天民主的重要精神。50 

在民主制度中極其重要的核心思想即是其法律制度。如我們上面所述，陳季同

初到歐洲即與馬建忠至法國政治學堂及法律學堂學習法律公法，對於西方現代社會

中法律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有相當的理解及認識，因而在《求是報》中，我們看到陳

季同不遺餘力地在翻譯提倡西方的法律制度，希望能將中國帶到更現代的處境。李

華川認為「我們從中隱約可以窺見陳季同試圖傳達給晚清讀者的民主、共和觀念」，

大致是不錯的。51 

                                                 

50
 黃瑞祺：〈現代性的省察─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頁 182-185。並參考余英時：《近代文明的新

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無出版年月地點，1953年自序），頁 57-78。 

51 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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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法律上要跟上現代的西方外，1897年的 10月、11月，陳季同又積極地與

經元善、嚴信厚、鄭觀應、施則敬、康廣仁、袁梅、梁啟超等創辦「中國女學堂」。52

陳季同弟婦薛紹徽在《求是報》第 9期〈創設女學堂條議並敘〉中說：「丁酉冬十有

一月朔，敬如兄以上海紳董創立女學堂章程來商。」又根據經元善《滬南桂墅里池

上草堂會議第一集》10月 27日： 

本日到者；曾重伯太史、陳敬如軍門，嚴小舫、鄭陶齋軍門兩觀察，施子英、

經蓮山兩太守，康幼博通守……陳敬如軍門云：弟內子外國女學堂出身，現

矚擬日課章程、日內可脫稿呈鑒。他們之意，第一年先習語言女紅，第二年

起，察看材質，再進習他種學問，如醫學、算學、史學、輿地、樂律等學是

也。放學之期，西例每禮拜二日，今中國女學堂如何辦理，請公會商示遵。

經對曰：「嫂夫人所擬，大約全是西國學派。今中國創辦女學不能不中西合

參者，地勢然也。放學之期，俟開堂後酌定。」陳又曰：「課程擬出，再送

呈參酌。先堂中華洋文字並行教導，自不宜全用西法。泰西女學亦有烹飪一

門，中國女子似亦宜習此，方能洗手作羹也。」53
 

其中陳季同夫人賴媽懿為法國女子，係元配劉氏於 1888年卒後，於 1891年再娶。

賴媽懿以及陳季同元配所生的兩位女兒陳騫（槎仙）、陳超（班仙）都在此一中國第

一所女學堂的創立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晚清興女學的重要人物大致屬維

新派人物，他們重視教育的功用，將興辦學校、培養人才視作是國家脫離晚清的困

境，走向富強的一個重要途徑。54其中最是代表人物的就是梁啟超，其「新民說」

提倡現代的公民除要能具備有原本中國固有的德行外（梁稱為「私德」），更應該具

備有現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質性（梁稱之為「公德」），而此一公德基本上即是以西

方現代社會運作中公民所應具備有的德行為模範。55由公民質性的討論進一步則推

                                                 

52
 關於中國女學堂，可參看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53 收入經元善輯錄：《女學集議初編》，轉引自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219。 

54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看栗洪武：《西學東漸與中國近代教育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尤其是頁 85-102 的討論。 

55 有關梁啟超在「新民說」中的思想，請參看 Hao Chang [張灝],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49-219，以及黃克

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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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到女性國民、公民在整體國家走向現代的過程所應扮演的角色，以及為達到此一

目的所應具有的德行。此正是提倡女學的重要精神。從梁啟超夫人李蕙仙在中國女

學的創立及章程課業的設立上扮演的角色，我們可以看到諸如梁啟超等人的立場。

而陳季同的大力參與其中，可看出在女學方面，陳季同也不遺餘力在引領進西方現

代的女性教育概念，希望培育出新女性，以符合社會及時代的需求。 

1900年陳季同為其弟壽彭所譯的《中國江海險要圖志》作序，在其中討論到翻

譯的理念，可以說是與其好友嚴又陵有相互輝映之光： 

夫譯之為道也小而難，西音聱牙詰屈，西文顛倒錯綜，雖細心體會，以意出

之，要亦視其原書之文理深淺、詳簡為何如耳。原文之淺者必使之奧，簡者

必使之備，則衲鑿敷會、怪誕離奇，是其自撰之書，與譯也何涉？原文之深

者、備者，使無奧博之筆以賅括之，則失原書之真，於譯也何資？此外脫略

掛漏、揚厲鋪張、是謂不實。其去譯也亦遠，又何足道哉？余之於譯雖歷三

十年，未嘗索意妄作，亦未敢輕視乎人之譯也。蓋深知其難耳。56
 

與此大約同時，陳季同結識了晚清小說家曾樸，帶領後者深入西方文學，尤其

是法國文學的領域。曾樸曾敘述他與陳季同相識的經過： 

直到戊戌變法的那年，我和江靈鶼（即江標）先生在上海浪遊。有一天，他

替譚復生先生餞行北上，請我作陪，作客中有個陳季同將軍，是福建船廠的

老學生，精熟法國文學，他替我們介紹了。我們第一次的談話，彼此就十分

契合，從此便成了朋友，成了我法國文學的導師。57
 

曾樸子嗣曾虛白的敘述雖略有出入，但大致相似： 

林暾谷在滬時給先生介紹了一位深通法國文學的朋友，名叫陳季同，他那時

做著福建造船廠的廠長；在法僑居多年，與法國第一流的文學家如佛朗士

等，常相往還，故深得箇中真諦，並且還用法文編過許多中國的戲曲，曾經

轟動過巴黎。先生跟陳季同面晤的一席談，真像發現了寶藏似的，窺見了真

正法國文學的光輝，從此才像著了迷似的研究法文起來了。……他起初學法

                                                 

56
 陳季同：《中國江海險要圖志‧序》，引自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225。 

57 曾樸：〈曾先生答書〉，收入胡適：《胡適文存》3 集卷 8，收入胡適：《胡適作品集》14（臺北：遠

流出版社，1986），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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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原只想學一些應世的工具，直到遇見了陳季同先生之後，這才引起了他

對法國文學的愛好，確認這是他靈魂所飢渴的期望著的食糧。因此他就竭全

力去追求了。58 

陳季同對曾樸在法國文學方面的啟發為何呢？曾樸說： 

我自從認識了他，天天不斷地去請教，他也娓娓不倦地指示我；他指示我文

藝復興的關係，古典和浪漫的區別，自然派，象徵派，和近代各派自由進展

的趨勢；古典派中，他教我讀拉勃來的《巨人傳》，龍沙爾的詩，拉星和莫

理哀的悲喜劇，白羅尼的《詩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論；浪漫

派中，他教我讀服爾德的歷史，盧梭的論文，囂俄的小說，威尼的詩，大仲

馬的戲劇，米顯雷的歷史；自然派裡，他教我讀佛勞貝、佐拉、莫泊三的小

說，李爾的詩，小仲馬的戲劇，泰恩的批評；一直到近代的白倫內甸《文學

史》，和杜丹、蒲爾善、佛朗士、陸悌的作品；又指點我法譯本的意、西、

英、德各國的作家名著。59 

在這裡，如果曾樸的敘述沒有太誇張的話，我們不得不為陳季同的博學及識見而嘆

服。60陳季同所談及到的這些法國文學家，從較早的拉勃來（Francois Rabelais, 1494- 

1553）到較近的蒲爾善（Paul Bourget, 1852-1935）幾乎含括了法國文學中的重要大

家，也涵蓋了整體法國文學的重要流派（如古典派、浪漫派、自然派、現代派等）。

在清末時期，對於西方文學的理解也許沒有人能比陳季同來的更全面了。縱使以今

天的標準來看，陳季同對於法國文學的周詳瞭解，也是相當令人驚佩的。61不過，

陳季同在法國文學上的瞭解及造詣，除了對於曾樸產生了重大影響力外，似乎對中

國的法國文學研究沒有實質的事例產生，這是相當可惜的。曾樸的文章則指出陳季

                                                 

58
 曾虛白：〈曾孟樸年譜〉，收入魏紹昌編：《孽海花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162-163。 

59 曾樸：〈曾先生答書〉，收入《胡適作品集》14，頁 206-207。 

60 曾樸此文寫於 1928 年，而且陳季同並未留下一手的資料。我們對陳季同的文學觀念大約來自（1）

其八本著作中所提及的作家及作品；以及（2）來自曾樸較有系統的呈現。 

61 參看幾本法國文學史所含括討論的作家及作品即可有相當清楚的概念：(1) Geoffrey Brerton, A 

Short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2nd Ed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6); (2) 

David Coward, A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From Chanson de Geste to Cinema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3) Denis Hollier, ed.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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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另一重大的貢獻，值得我們注意。這是有關晚清時期一種新文學觀念的產生。

曾樸在〈曾先生答書〉中是這樣說的： 

我文學狂的主因，固然是我的一種癖好，大半還是被陳季同先生的幾句話挑

激起來。他常和我說：我們在這個時代，不但科學，非奮力前進，不能競存，

就是文學，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為獨一無二文學之邦；殊不知人家的進步，

和別的學問一樣的一日千里，論到文學的統系來，就沒有拿我們算在數內，

比日本都不如哩。我在法國最久，法國人也接觸得罪多，往往聽到他們對中

國的論調，活活把你氣死。除外幾個特別的：如阿陪爾樓密沙（Abel Remust），

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他作的《支那語言及文學論》，態度還算公

平……其餘大部分，不是輕蔑，便是厭惡。就是和中國最表同情的服爾德

（Voltaire）……卻詫怪我們進步的遲，至今還守著三千年前的態度；至於現

代文豪佛朗士就老實不客氣的謾罵了。他批評我們的小說，說：不論散文或

是韻文，總歸是滿面禮文滿腹兇惡一種可惡民族的思想；批評神話又道：大

半叫人讀了不喜歡，笨重而不像真，描寫悲慘，使我們覺到是一種扮鬼臉，

總而言之，支那的文學是不堪的；這種神話都是在報紙上公表的。我想弄成

這種現狀，實出於兩種原因：一是我們不太注意宣傳，文學的作品，譯出去

的很少，譯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譯的不好，因此生出種種隔閡；二是我

們文學注重的範圍，和他們的不同，我們只守定詩古文詞的幾種体格，作發

抒思想情緒的正鵠，領域很狹，而他們重視的如小說戲曲，我們又鄙夷不屑，

所以彼此易生誤會。我們現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於一國的文學，囂然自

足，該推廣而參加世界的文學；既要參加世界的文學，入手方法，先要去隔

膜，免誤會。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規模的翻譯不可，不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

進來，我們的重要作品也需全譯出去。要免誤會，非把我們文學上相傳的習

慣改革不可，不但成見要破除，連方式都要變換，以求一致。然要實現這兩

種主意的總關鍵，卻全在乎多讀他們的書。62
 

根據曾樸的說法，他和陳季同是在 1898年認識的，若是曾樸上面的話沒有太大出入

                                                 

62
 曾樸：〈曾先生答書〉，收入《胡適作品集》14，頁 207-208。有關曾樸與法國文學之關係，可參見

袁荻涌：〈曾樸對法國文學的接受與翻譯〉，《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13（2001），頁 79-83；

錢林森：〈新舊文學交替時代的一道大橋樑─曾樸與法國文學〉，《中國文化研究》16（1997），頁

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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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那麼我們恐怕得重新思考陳季同在晚清小說，或是近現代文學的發展中所扮

演的重要角色了。在我們對於晚清小說觀念的研究中，除了早期傳教士如傅蘭雅的

等人所扮演的角色外，我們通常是以梁啟超、嚴復、夏曾佑等人為關鍵性的人物。63

大致而言，晚清小說的提倡者所偏重的較大幅度是在小說的政治社會功能，他們的

小說理念，也因為與社會政治時代的需求相符合，因而蔚為風氣，將中國傳統小說由

道聽途說、誨盜誨淫的不入流地位，一舉而提升到「文學之最上乘」的重要地位。64

但是梁任公等人一方面所提倡的是西方的政治小說，另一方面，他們對於小說的理

解大致是由日本引進的西方的小說觀念，對於西方小說的發展及源流，其實是有所

隔閡的。曾樸轉述的陳季同，對於西方小說、西方文學的掌握顯然是相當全面的。

梁啟超等人固然對於中國小說地位的提升有舉足輕重的關鍵性地位，但是若由另一

面向來看，正是因為過度強調小說的政治社會性，因而對於小說的藝術美學方面的

關注，相對就減少。這不可不謂是梁啟超等人在小說整體發展上的負面作用了。在

晚清時期，對於小說的藝術美學性較有著力關注者大約只有徐念慈、黃摩西以及王

國維了。65陳季同除了在言論上提出對小說戲曲的重視外，他自己所創作的八本書

中實際上有四本是和小說戲曲有關的，由此看來，陳季同的小說觀、文學觀可說是

走在時代前端了。66
 

另外陳季同也指出了中西文學對於文類的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的不

同。在中國，「我們只守定詩古文詞的幾種体格，作發抒思想情緒的正鵠，領域很狹，

而他們重視的如小說戲曲，我們又鄙夷不屑」。在中國，從來文學的等級就是詩、古

文、史傳文在上，小說戲曲原來就是不入流，只能居於文學系統的最下一層。在梁

                                                 

63
 嚴復與夏曾佑對於小說的看法，見〈天津《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收於陳平原、夏曉虹編：《二

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 1-12。 

64 有關梁啟超的小說觀以及晚清小說的大致發展，請參看陳俊啟：〈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在小說史

上的意義〉，《漢學研究》20：1（2002.6），頁 309-338；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

國立編譯館，1995）。 

65 參看柯慶明：《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 

66 有關晚清時期新文學觀念的發展，可參看 Theodore Huters, “A New Way of Writing: The 

Possibilities for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China, 1895-1908,” Modern China 14:3 (July, 1988), 

pp.24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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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超等人為求救亡圖存的政治改革的努力之下，小說因為恰如其時地扮演了重要角

色，而變為文學之最上乘。此一過程是一步步的在中國本土發展而出，而成形，是

晚清小說與現代性追求密切結合的例子。因而筆者曾提出： 

一個「新」的中國是任公努力的最終目標。任公相信，為了要達到此一目標，

小說─因為其通俗適眾的性質─是最佳的工具。作為傳播維新思想的管

道，小說首先就要把維新思想作為其內容，而此恰是傳統小說所最缺乏的內

容層面。因此「小說界」革命的最重要題綱，當然就是要強調新內容和新思

想。何謂「新思想」？當然就是有關改革的思想，或是所謂「新民」的思想。

更具體的說，就是：「關切於今日中國時局者」、「發揮自由精神」、「發揚愛

國心」、「寓愛國之義」、「描寫現今社會情狀、藉以警醒時流、矯正弊俗」、「借

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

想」、「發明哲學及格治學」、「養成國民尚武精神」、「激勵國民遠遊冒險精

神」、「言今日社會問題之學理而歸結於政治上關係」等。總而言之，小說的

內容應該是有關社會、政治改革的思想。這些思想即筆者所謂的「小說之政

治層面」，在傳統小說中可以說是未曾見的，經由任公的提倡才被引入所謂

的新小說中，希望經由它們來開啟民智。67
 

但是陳季同則是由其在西方的親身體驗而感受到小說戲曲在西方社會、西方的文學

中的地位，進而提出我們在認識上的保守不足，應該要更廣泛的瞭解西方現代社會

對於文學的看法及定位，進而調整我們的文學視野，如此方能與西方現代文學接軌，

讓中國文學成為現代的文學，而且是「世界的文學」。 

接下去當然就是陳季同「世界文學」的理念。如果中國人仍然保守，仍然如曾

樸所描述的情景： 

那時候，大家很興奮的崇拜西洋人，但只崇拜他們的聲光電化，船堅炮利，

我有時候談到外國詩，大家無不瞠目撟舌，以為詩是中國的專有品，蟹行蚓

書，如何能扶輪大雅認為神話罷了；有時講到小說戲劇的地位，大家另有一

番見解，以為西洋人的程度低，沒有別種文章好推崇，只好推崇小說戲劇，

講到聖西門和孚利愛〔傅立葉〕的社會學，以為擾亂治安；講到尼采的超人

                                                 

67
 陳俊啟：〈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義〉，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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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以為離經叛道。最好笑有一次，我為辦學校和本地老紳士發生衝突，

他們要禁止我干預學務，聯名上書督撫，說某某不過一造作小說淫詞之浮薄

少年耳，安知教育，竟把研究小說，當一種罪案。 

也就是說中國在當時大部分的人，知識份子連西方都不瞭解，又如何談到躋身世界

文學呢？根據陳季同自己的記載，在他還未出國之前，已經廣泛閱讀過蒙田

（Montaigne）、帕斯卡爾（Pascal）、莫里哀（Moliere）和高乃依（Corneille, 1601-1684）

等人的作品。68其中他特別喜愛莫里哀： 

當我首次讀到莫里哀時，我不知道最應該讚美的是他的勇氣還是天才。但我

覺得當他想到單槍匹馬投入這樣一場戰鬥時，一定產生了一種恐懼。人們從

未見過這種場面：一群喜劇演員膽敢直接攻擊路易十四的寵臣！一切虛榮都

從他們的地位上拋開！一切偽學者都被套上了驢耳紙帽！一切虛偽的虔誠

者都被揭露出來，並永遠與答爾丟夫同流合污！難道我還沒有理由說莫里哀

是膽大者的班頭嗎？ 

這個轉變是強烈的：這是一個中國人在向莫里哀致敬，並且自稱是他的弟子

─請大家原諒我大膽的想法。69 

此一描述讓我們聯想到濟慈在詩中描述他初次讀到 Chapman 翻譯的荷馬時的那種

震撼心情！70這是一位早年即接觸到西方文學，並為西方文學作品中的特殊質性所

感動，願意向西方文豪致敬的中國學生！中國文學固然有其獨到的特質，但是西方

文學也有其震撼人心的一面。東海西海，心理固然可以攸同，但是卻又是各擅勝場，

因而，我們不能自限、不能自大，而要加入到世界文學之林。要去除隔閡，不要有

誤會，重要的是要有互相交流，不僅要將中國優秀作品向外翻譯介紹，而且也要將

西方作品譯入中國。而更重要的是要改變我們的文學觀念！改變我們表達文學的方

法！誠哉是言！文學視野（perspective）得調整，文學技巧可參照加強！這是今天我

                                                 

68
 Tcheng Ki-tong, “Preface,” 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p. v. 亦見陳季同著，李華川、凌敏譯：《中國人

的戲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3。 

69 Tcheng Ki-tong, 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pp. 2-3. 譯文自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

頁 137。 

70 John Keats, “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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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文學從事者仍在努力的方向。 

五、結語 

從小時候接受傳統中國的教育，到 1867年進入福州船政學堂，陳季同即已踏上

與西方不可切割的個人及歷史情境中。我們看到他初次接觸西方文學的震撼，我們

也看到他隨行出使歐洲諸國，一一接觸西方社會所呈現的現代性。在此一氛圍中，

陳季同思考、比較、寫出他矯正西方錯誤視聽的著作，也看到他試圖將中國文學、

文化介紹引領進西方的努力。1891年回中國後，不管是在政治、法律、教育、以及

文學方面，我們看到他更是不遺餘力地在促使中國的走向現代、走向世界。與康有

為、梁啟超、孫中山、甚至他的同學好友如嚴復、馬建忠相比，陳季同的名氣不大，

但是在中西、新舊、傳統現代的轉折取捨之間，陳季同卻是一位先鋒，不管是在思

想史上或是文學史其重要性質都是值得我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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