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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001

導言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歷史的轉折有其延續或斷裂，從近代中國發展的軌跡來看，1920

年代是一個革命狂飆的年代，也是一個思想制度新舊交替的年代，具有

承先啟後的意義。1920年代發生的幾個事件，在當時或許有大小不同

的反應；中國共產黨成立、北京政變溥儀被逐出宮、孫中山北上逝世、

國共合作與分裂、五卅慘案與反帝運動蜂起、國民革命軍北伐、國民政

府奠都南京等，從後來的發展，則是直接或間接帶動政治、軍事、社

會、經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變革，影響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甚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長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及近代中外關係史

等領域之研究，並與國內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各項學術活動。2014年

起，歷史系研究部同學自發性成立「中國近現代史讀書會」，企圖藉由

讀書會的相互討論，進一步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2015年，讀書會

在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的支持下，舉辦「百變民國：民國史百年來的演進

與變革」工作坊，對民國史研究之軍事、地方建設、外交、文化、財

政、宗教等各領域，進行深入的交流與討論，與會者咸感收穫甚豐。有

鑒於此，讀書會成員決定凝聚研究焦點，以年代為斷限，探討民國史相

關問題。計畫以三年時間，由 1920年代開始，分別進行 1920年代、

1930年代、1940年代之中國學術研討會，邀請更多有志於民國史研究

的青年學者參與，以期透過會議論文與討論，展現出對民國史多元的研

究方向，並促進彼此間的交流。

「百變民國：1920年代之中國」學術研討會於 2017年 2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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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在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舉行，有來自臺灣、中國大

陸與日本青年學者 30餘位參與，發表論文 29篇。會議採青年學者提

報論文，資深學者評論，與會學者共同討論方式進行。論文經過評論、

討論及會後審查、修改，共有 13篇收入本論文集中。依論文性質分為

政治、對外關係、社會群體與觀察、性別與身體四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政治」，分別由個人與國家、地方與中央、租界與司

法三個方向切入。廣州國民政府以推倒北京政府為目標，指揮國民革命

軍展開北伐，是 1920年代的重大事件。由於「北伐」二字內含從南方

立論的意涵，長期以來，有關北伐史的研究，多以軍政勢力消長為主要

內容，也多是從南方角度進行探究。李在全的〈北伐前後的微觀體驗：

以居京湘人黃尊三為例〉，以黃尊三日記為主要史料，探討一位在北京

工作的湖南人，如何觀察這場大變局，以及如何在變局中求生存。作為

北京政權的邊緣人，黃尊三對北京政府固然沒有多少認同感，對於南方

政權也沒有多少嚮往與欣喜。戰爭造成了他在南歸或留京選擇上，「歸

則無家，留則無食」的兩難窘境。黃尊三的微觀體驗表明，北伐前後的

南方與北方，很難說存在相互轉換、零和博弈的現象；用「南北新舊」

詮釋北伐史，效力與不足並存。李在全所探討的雖然是一個個案，但是

在大變局下，任何個人選擇的兩難基本上是一致的，「歸則無家，留則

無食」的窘境，同樣出現在 1949年另一次政權交替的變局中。佐藤純

平的〈圍繞清末民初浙江省財政的三角關係：浙江省議會、省政府和中

央政府〉，以浙江省之財政問題與政治動向之間的關係為主軸，探討浙

江省議會因為國地兩稅衍伸出能否審查國家預算問題、省議會如何監管

地方財政，以及省議會企圖藉由省憲的「財政」條文規範地方財政，藉

以理解北洋政府時期中央政府、地方行政首長和地方議會三者之間所形

成的三角關係，同時對於浙江省的省自治運動結束，提供財政角度的觀

點。由於清代以來浙江省被中央政府攤派數額較多的解協款，晚清的諮

議局和民國以後的省議會均十分關注國家預算和地方預算的劃分。1914

年 2月省議會被迫解散，但是 1916年臨時約法恢復後，重開的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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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仍然建議國會，由省議會優先審查國家預算，予以增刪修改之說明

後，陳請國會，以備參考。這個方式以擴大地方預算的範圍和對國家預

算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為目標，展開了相應的行動，並且獲得省政府的支

持。特別是直皖戰爭後，浙江都督盧永祥和直系為中心的北京政府之間

的關係惡化，上述傾向愈發明晰。在這個背景下，1920年代浙江省制

訂了《九九憲法》、《三色憲法》等省憲草案，其中均有關於預算分配之

規定，並以削減軍費和確保教育經費、實業經費等為目標。但是，省議

會主張的地方預算擴大，實際上侵犯了省政府的權力，府、會關係趨於

緊張。另一方面，省議會在憲法草案中要求削減軍費，將影響盧永祥的

權力基礎，省憲的施行自然無法得到盧的支持。浙江省的省自治運動也

在這樣的情況下遭到終結。郭玫珂的〈1920年代北京政府與上海租界

之關係：以會審公廨為中心〉，運用英國國家檔案館（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的外交部檔案（FO228），探討北京政府外交部如何通過會審

公廨，利用中國的各種新法律，間接地影響租界的內部社會，與租界當

局進行博弈。1921年 7月，北京政府與德國簽訂《中德協約》後，德

國人在中國不再享有領事裁判權，雖然由於租界外國人的反對，未能及

時將所有德國人的管轄權集中到中國司法體系內，但是明確地促進了北

京政府外交部的租界政策，並且引起租界的逐步變化。另一方面，受到

這個問題的影響，會審公廨的會審官們開始試圖嚴格管理外國人的國籍

問題。1924年 8月，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公使團建議，不僅在中國人之

間的民事案件，而且在無治外法權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發生的民事案

件，都應由中國會審官審判。公使團認為外交部的建議係基於條約而來

的主張，外國方面不可堅執反對意見，但是考慮到租界為「特殊地區」

的情況，還是需要維持部分案件的會審權。最終，中外雙方達成妥協：

在無治外法權國家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或是兩造都是無約國外國人之

間發生的民事案件中，外國人沒有會審權。作者表示：「北京政府確實

在瓦解『租界代表外國人利益』這一原則，最終廢除對於無約國外國人

案件的會審權。於此，不管這些外國人住在租界裡，他們的司法地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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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被置於北京政府的管轄之下。」

第二個主題「對外關係」，重點在中日關係的討論，以及南海主

權的維護。羅皓星的〈1920年代中期中日兩國實業界團體的往來：以

1926年上海實業團為例〉，以實業界為中心，探討中日兩國如何在經濟

上尋求合作，進而共同謀取各自之利益。作者以 1925年的上海實業團

訪問為例，認為訪問的過程中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使得整個行程失焦，

無法達成雙方想要達到的「中日親善」的最終目的。但是，通過這次實

業團的訪問，可以注意到日華實業協會在其中所起的促成作用。他們

延續了自明治以來日本實業界在中國的人際網絡，並持續維持了這種

關係。而日華實業協會不只接待實業界人士，亦接待政界人士。1927

年，蔣介石下野訪日期間，在日本會面的人士，除了接收孫中山過去的

人脈外，亦建立他在日本新的人脈。而澀澤榮一等人就接見蔣介石，並

大談中日兩國如何共存共榮。這種關係一直延續至 1937年兒玉謙次的

日本訪華視察團，仍在持續產生作用。朱紹聖的〈日本外交官重光葵眼

中的 1920年代前後之中國〉，從重光葵（1887-1957）的角度，探討他

如何認識 1920年代的中國，以及在實際參與對華交涉的過程中，他的

對華認識產生了何種轉變。重光葵在 1933年出任外務次官前的 10年

間，主要從事對華事務，對當時的中國有著長時間的關注，由他所留存

的相關資料及外交文書中的記載，對於理解一位日本外交官如何認知此

時中國局勢變化，具有重要的價值。重光葵在 1921年結束巡視南洋群

島的任務後，隨即展開一場將近兩個月時間的旅程由南至北進行對中國

的考察。在這段旅程中，他認識到在蘇聯的支援下，無論是南方的孫中

山，抑或北方的馮玉祥，隨時都有可能走向左傾的道路，對於維護日本

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上顯然是充滿危機的。但是孫中山在東北問題上願意

與日本妥協的態度，也讓他意識到此時的日本政府與國民黨之間仍然

存在著合作的可能性。於是拉攏中國民族主義力量倒向日本、遠離蘇

聯，形成他在處理中國事務上的主要方針。1927年田中義一組閣後，

重光葵從駐華使館被改派至德國柏林的公使館任職，至 1928年北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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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日本調整其對華政策，他再度派赴中國，任上海總領事，並在駐

華公使佐分利貞男自殺以及小幡酉吉出任公使遭拒後，代理公使一職，

於 1930年與國民政府簽訂《中日關稅協定》。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重

光葵一改過去對華讓步的姿態，將九一八事變的責任全部推卸給中國政

府，並以蔑視的態度觀察中國局勢的發展，與同時在日本國內高漲的民

族主義浪潮同流。作者認為重光葵對中國認識的轉變過程，實際上反映

出 1920年代中日關係的變化，成為理解同時代中國局勢變遷的一面鏡

子。許峰源的〈許繼祥捍衛南海主權的努力（1920-1928）〉，利用國家

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外交部檔案》，以及相關南海檔案彙編與報刊

資料等，以北京政府海道測量局局長許繼祥作為考察的軸線，探索中國

在 1920年代落實東沙島海事建設、強化海權，以及維繫南海島嶼主權

之努力與遭遇的挑戰。自清末以降，東沙島與西沙群島長年為廣東管

轄，日商違法勾結華商開採磷礦之例屢見不鮮，爭議頻起。1925年 12

月，海岸巡防處在東沙島無線電氣象臺工程完工後，許繼祥鑒於島嶼行

政管轄權歸屬廣東，但島上並無居民，提議將島嶼劃歸海軍部管轄。

1926年 5月，北京政府國務院決議東沙島歸由海軍部管轄，並派海軍

人員進駐，之後，再將同屬南海區域之西沙群島亦劃歸海軍部管理。海

軍部經營東沙島與西沙群島事務後，採取相對嚴格方式取締日方非法行

徑，以鞏固島嶼主權。燈塔、無線電與氣象臺是南海島嶼重要的海洋事

務建設，許繼祥除在東沙島完成氣象臺、無線電臺與燈塔之建置，亦著

手西沙島燈塔、無線電與氣象臺之建置，最終卻苦於國家財政困乏，無

法落實是項計畫。然而，許繼祥落實東沙島燈塔與無線電氣象臺建設，

以及西沙群島海洋事務建設之設計藍圖，後來也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經營

東沙島海事設施，開展西沙群島無線電氣象臺建設的根基。

第三個主題「社會群體與觀察」，有三個議題：廖仲愷對中國社

會改造的看法、中共早期黨團之探討、近代中國農業高等教育與農

業化學知識的發展。施純純的〈廖仲愷對中國社會改造的看法（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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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分析廖仲愷在五四時期和國民黨聯俄容共過程中對於中國社會

改造的看法。廖仲愷是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支持與執行者，這與他對

於中國社會改造的看法有關。作者認為無論在五四時期或聯俄容共期

間，廖仲愷始終相信社會中的階級分化乃至於階級鬥爭，均源自產業革

命後的社會。中國遭遇帝國主義侵略的現實，以及尚未完全工業化的處

境，使得中國有餘裕借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也使得「中國革命

是否需要階級鬥爭」成為爭議的問題。在五四時期，廖仲愷主張以直接

民權修正西方代議制度的缺失，從政治上的改善避免西方階級鬥爭在中

國的重演。在聯俄容共期間，廖仲愷主張各階級聯合以進行反帝反軍閥

的國民革命，轉而加強黨的組織力量、民眾動員以及黨軍的訓練，發展

革命的「強力」，並以公共團體與政府的聯繫，處理階級之間的衝突。

因此，廖仲愷的社會改造需要民眾參與，但相較於五四時期訴諸民眾直

接掌握政治權力以影響政策，聯俄容共期間的民眾參與，更多是使民眾

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執行黨和政府的決策。廖仲愷在民眾與黨、社會

團體與政府連結的問題上，雖然試圖兼顧民眾利益與革命需要，但仍是

黨與政府主導民眾的命運和未來，以及掌握社會團體的動向和組織。

民眾作為革命載體的優先性，呈現了廖仲愷既想要讓民眾掌握權力、

又必須使其服從主義、參與革命的兩難處境，也反映出革命者處於中

國 1920年代的政治、經濟困境和國際壓力之中，想要改造社會的限制

與困難。馬思宇的〈中共早期黨團研究（1921-1927）〉，以黨團機制在

中共早期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探討中共在 1921年至 1927年

的七年間，如何從一個研究小團體成為群眾性政黨。黨團是指中共在黨

外組織與群眾組織中進行活動的祕密機關，圍繞它而衍生出的一套組織

機制和行動規則，是為黨團機制。該機制可追溯至 19世紀上半葉的英

國議會黨團，列寧將這一個制度移植到蘇俄布爾什維克，並將其活動範

圍擴大到蘇維埃及一切社會團體，藉以確保黨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成

為列寧主義政黨的一種獨特機制。黨團機制對應著中共與黨外團體之間

的差序格局。在這一格局中，中共居於核心地位，而國民黨、工會、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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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生會以及各界聯合組織，按照階級劃分，親緣性和重要性向外依

層遞減，形成一張環環相扣，層層深入的蛛網結構。而黨團就是中心射

向四方的蛛絲，勾連革命政黨與群眾團體。中共既可派人滲透到各群眾

團體，貫徹黨的政策，以有形化無形；也可利用黨團運作，造成群眾團

體自下而上回應，化無形為有形。黨團隱於群眾團體之中，又超乎團體

之外，通過對群眾團體中組織、宣傳、外聯等環節，掌握群眾團體乃至

群眾運動的主動。中共和青年團共同推動學生組織的政治改造，使其成

為政黨運動的一部分。而藉由以學生聯合會為代表的各群眾團體合力推

動，中共和青年團得以在各界聯合會中遍設黨團，掌握主動，從而獲得

了群眾運動的領導權。在五卅運動前，中共和青年團仍是小黨、弱團，

但是中共巧妙利用黨團機制，在參與領導五卅運動過程中，加以彌合，

不但使中共、青年團在群眾團體中站穩腳跟，更將運動導向革命方向。

作者指出，中共和青年團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在組織、行動、宣傳等方

面均有修正，為日後中共開展群眾運動奠定基礎。黨團機制亦得以逐漸

發展、完善，而成為中共政治體系中獨特且重要的黨組制度。侯嘉星的

〈近代中國農業高等教育與農業化學知識的發展〉，利用民國時期與農

業有關的大專院校學報論文、一般雜誌文獻等，從農業化學知識之引介

與應用出發，探討十九世紀末至 1920年代間，農業化學知識傳入、建

立高等教育的歷程。自清季新政開始，各省相繼建立農林學校，這些學

校在 1920年代前後陸續發展成為新式農業科學教育的基地，包括北京

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及中山大學等，設置農業化學相關科系，同

一時期，政府當局及民間業者也意識到農業市場對化學品的渴求，其龐

大商機吸引資本家投入。就此而言，農業化學作為現代部門參與農業生

產，並不僅是對農民帶來生產工序上的變革，同時帶來的是新式知識、

產銷配售關係、生產組織以及政府角色等種種改變，使得現代部門得以

更深刻地影響農村。這些過程與今日中國經濟轉型有異曲同工之處，所

以探討近現代中國的農業化學知識的發展，實際上也是試圖回應如何理

解型塑今日中國社會樣貌的種種驅力。



1920年代之中國008

第四個主題「性別與身體」，著眼於女性角色的探討、服裝產業發

展與時尚潮流變遷、男性話語權下的「新性道德」，以及營養食品在近

代中國的發展等問題。趙席夐的〈革命、政治與愛情：以陳璧君及汪

精衛為中心之探討（1908-1925）〉，以陳璧君與汪精衛的早年行事活動

為主軸，探討一個作為近代中國重要政治人物配偶的角色。作者認為陳

璧君作為汪精衛的同志、妻子，她將愛戀與革命合一，婚姻亦和革命結

合，與汪精衛是一種生死以之的同命鴛鴦；隨著汪精衛的仕途浮沉，陳

璧君也與之同進退、共患難。陳璧君在這個時期，很稱職的扮演「男性

政治人物背後的賢內助」角色，但她的參與程度很高，主動性與決策

部分卻有限，除了婚前自主加入革命行動外，其他時候，她的角色只

是輔助與隨同。陳皓昕的〈1927至 1936年服裝產業發展與時尚潮流變

遷：以上海為中心〉，以 1927至 1936年的審美轉折期為研究對象，探

討上海的服裝產業發展與時尚潮流變遷。作者認為上海在這個時期正經

歷商業和觀念上的重大變化，商業上，以百貨業為主要對象的各式消

費興起，促成消費革命；觀念上，新富中產階級生活產生重大改變，

其中以女性觀念變遷最為矚目。全文從「近代中國服裝消費方式的轉

變」、「民國成衣業概況」，以及「服裝銷售與引領時尚」三個方面，分

析服裝產業發展與時尚潮流變遷的關係。方慧雯〈五四前後男性話語權

下的「新性道德」〉，以近代思想脈絡為依據，期刊雜誌為主要材料，

著眼五四時期「新性道德」的「社交」、「貞操」、「戀愛」、「婚姻」及

「優生學」等內涵，探討五四「新女性」是如何形塑生成，又依據何種

形式、身分，被吸納至近代國族主義之論述。作者認為在複雜多變的

五四時期，婦女雖然看似有著更多的表現機會，但是仍然無法掙脫男性

所列定的「活動框架」，難得真正的自由。近代中國的「婦女解放」之

路，女性其實一直深陷在「自我犧牲」當中，五四男性依據性別權力，

以滿足自身欲求、家國民族理想；及至抗戰時期重塑「女國民」身分，

後至毛澤東主導中國建立「女同志」形象，女性實依據時代發展，其形

象、內涵不斷被變更以貼合社會趨勢。其中的「順從」與「舒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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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是「女性」長期以來應有的特質。皮國立的〈當「營養」成商品：

維他命在近代中國（1920-1931）〉，以維他命傳入中國後如何由「藥品」

成為商品的過程為重點，討論維他命在近代中國發展的軌跡。維他命知

識剛傳入中國時，與醫療疾病有相當之關係。人們在 1920年代一邊探

討維他命的種類，也一邊關注維他命可以治療何種疾病，如此的知識呈

現，其實更早於維他命成為商品之現象。1920年代作為「商品」的維

他命，至少有魚肝油、維他命補充劑或添加至食品內，如牛肉汁等，在

維他命知識剛進入中國時，有些魚肝油的廣告不一定會強調它添加了維

他命。但是當維他命的知識漸漸被建立之後，如魚肝油等商品廣告就不

斷強調它含有「維他命」，而且把所有當時一般民眾懼怕的疾病預防與

治療，不論中西新舊，都賦予在商品的廣告中，凸顯醫學理論知識和商

品療效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和錯置。從維他命的歷史，可以使我們對現

代食品和藥品交會下「衛生」的知識史與內涵，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

關於 1920年代中國的學術研究不在少數，也曾經舉辦過以 1920

年中國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過同名的論文集。但是隨著時代

的演變、知識的流通，以及資料的大量開放，現階段對於 1920年代中

國的研究，有著較以往更佳的條件與環境。收錄在這本論文集中的各篇

論文，雖然主題各異，但是所呈現出的是青年學者對於 1920年代中國

研究的成果，與年輕世代對於 1920年中國的認識。當然論文集中的主

題無法含括 1920年代中國的所有面相，但是立基於前輩學者以往的研

究成果，若干主題，如維他命在中國如何從藥品成為商品、農業化學知

識的傳播與應用、中共如何運用黨團進行擴張、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南方

人如何看待北伐等，可以說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新與學術貢獻。「中國近

現代史讀書會」在 1920年代之中國學術研討會舉行之後，發展為「近

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群」，希望進一步擴大研究視野，並繼續舉辦 1930

年代、1940年代之中國學術研討會。《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

則孤陋而寡聞。」相信研究群成員透過切磋與交流，一步一步前進，應

該會有更豐碩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