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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十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10/28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19 位 

會員：郎 煒、何邦立、邱韻如、張之傑、鄭翠琴、楊龢之、陳德勤、陳文華、

巫紅霏、于易塵、詹玉鳳（11 位） 

聽友：黃相輔、葉吉珄、王文竹、毛傳慧、林安、徐豐越、李諭、吳政遠（8 位） 

講者：黃相輔（中研院近史所） 

講題：商務印書館與民國初年的科學知識傳播 

簡介：在中國晚清民初眾多新式傳播及文化機構中，商務印書館無論就規模、出

版品數量及全國影響力而言，皆堪稱龍頭。1897 年成立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

由承印商業文件起家，後來朝編譯業務發展，以出版教科書發跡。除了教科書之

外，商務印書館亦出版辭典、期刊及百科全書等各種書刊，甚至跨足教具、標本

及理化學儀器的銷售，多角經營文教事業。商務印書館將文化產品與商業市場結

合的龐大文教事業版圖，因應當時亟需普及教育與引介新學的需求，許多學者以

「啟蒙事業」來形容。然而過去專門針對商務出版品自然科學知識傳播的研究並

不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少數關鍵人物身上，例如曾任商務編譯所理化部主任與

《東方雜誌》主編的杜亞泉 (1873-1933)。本演講回顧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進展，

並揭示其他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婦女雜誌》通俗科學內容在五四時期所反映的

社會文化變遷。  

除精彩演講外，黃博士還帶來一些相關書籍及珍貴照片。演講於 15:35 結束，提

問與討論非常熱烈，於 16:00 結束。  

討論紀要： 

楊龢之：民國初年編雜誌的動作有點像日本的明六社，是否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後

的影響，因為很多科學名詞幾乎都用到日本明六社現有創造的翻譯名詞。 

黃相輔：我對民六社不太了解，中國在甲午戰爭之後很想效法日本的維新，很多

留學生除了到歐美之外很多是去日本，是否受到民六社的影響不是很確定，但肯

定有受到日本影響的，很多現在通用的中文名詞其實是所謂「和製漢語」，當時

從日本引入的，不只在科學領域有這種現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教

授有一本介紹嚴復的書，就提到嚴復早年使用的典雅文言文翻譯，後來競爭不過

流行的和製漢語，換句話說，嚴復翻譯的詞彙在現代中文裡幾乎都不用了。留學

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也助長了和製漢語的流行以及日本學說、制度的傳入。從商務



印書館的高層人才來看，也可以看出不同世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差異。早年高層

的背景像張元濟出身自傳統科舉。1905 年科舉廢除，對所有讀書人的生涯規劃

造成重大轉折，更多人轉向報紙、出版社等新式傳播媒體謀生，或轉入新式教育

進修，像王雲五是學習英文，並自學西方的知識。我比喻當時中國這種現象，倒

有點類似春秋時代貴族士大夫沒落只好流入民間另謀生路，雖然這不是很適當的

比喻。 

楊龢之：廢科舉的制度對成千上萬個秀才造成生活影響無法做官，是否清廷其實

有配套措施特意放寬任官資格，盡量不造成反彈。不過科舉之路已斷，勢不得不

轉向新式學制。 

黃相輔:當時的學生面臨該走傳統教育還是投入新式教育的選擇，有些人覺得走

新式教育比較有前途，尤其在科舉廢除後這態勢更明顯了。所以那時代的讀書人

面對新式教育對他們人生經歷造成的衝擊，是有趣的研究課題，可以看到兩代人

面對現實的變遷。我再亂比喻：像是十幾年前，大學的老師說生科系有發展前途，

現在大家卻打趣「進生科系會誤你一生」。(補充：其實不只是年輕人，當時很

多一輩子準備科舉考試的中年人、甚至頭髮花白的長者，一下之間得重覓前途，

紛紛進入新式學堂或私立西式學校跟年輕小伙子同堂補習英文的現象) 

楊龢之：留日還有一個原因，到日本留學只要到歐洲留學四分之一的鈔票，花費

少能夠去的人就多，能夠去歐洲的家世都要非常好。 

王文竹：在明末清初時代除了商務出版社外，是否還有其他出版社從事科學及科

普的出版翻譯。 

黃相輔: 主要是在港埠像是上海，比較多外國人設立或投資的媒體，例如美華書

局是美國傳教士設立。商務一開始也是開印刷廠，幫教會印刷東西，不過它是(中

國)私人資本成立而沒有教會贊助背景的。中華書局也是一個可以和商務書局分

庭抗禮的例子，原是商務的員工自己出來開，另外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對改革、開

啟民智充滿理想，也會出來辦報。 

張之傑：對科普較關心的還有開明書局。《婦女雜誌》的第二任主編章錫琛，1925

年元月號因刊出「新性道德專號」遭到抨擊，乃辭去商務，和若干朋友創辦開明

書局，不久就成為和商務、中華鼎足而三的出版機構。 

黃相輔：從包天笑的回憶錄可看出，清末民初有很多青年志士會開書店或報社，

進口西書買賣、從事翻譯或辦報，但很少像商務後來能發展那麼大。包天笑的釧

影樓回憶錄對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遷著墨很多，他本人就是曾經考過科舉後來和朋

友合資辦白話報。 



張之傑：清末知識分子如蔡元培、杜亞泉等，都是自學日文，杜亞泉根據日文資

料編寫過理科教科書和《植物學辭典》、《動物學辭典》等工具書，蔡元培也翻

譯過井上圓了的《妖怪學講義》。當時日文漢字較多，只學閱讀並不難，梁啟超

在《新民叢報》上寫過一篇〈論學日本文之益〉：「學日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

成，慧者一旬，魯者兩月，無一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 

黃相輔：像杜亞泉就是日文英文都自學，然後從事翻譯工作令人敬佩。 

張之傑：自學英文的人較自學日文者少，比較有名的如王雲五，幾年前臺灣商務

的總編輯方鵬程先生曾帶我參觀在新生南路上的「王雲五紀念館」，方總編是王

雲五的學生。館內有王雲五的英文書信，方總編說，這些英文書信都是王先生自

己寫的，他的英文能力好得難以想像。 

毛傳慧：想了解現在還有沒有商務書局的舊檔案，可以知道當時的銷售量，訂閱

期刊的是那些人，教科書的出版量可能沒法普及到全國，是否可以找到這樣的檔

案史料。 

黃相輔: 台灣有沒有不太清楚，北京商務有他們自己的檔案室，不曉得是否對外

開放，有一本書值得推薦給想研究商務印書館的人，就是李家駒的《商務印書館

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他是香港商務印書館的人，這是他的博士論文，最先

是在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簡體版，2007 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繁體版，是從商務

出版史的角度去看對文化傳播的影響，裡面有很多統計資料，有出版量和銷量的

資料。(補充：台灣商務印書館或台灣的檔案館應該有保存較多與王雲五相關的

史料) 

毛傳慧：訂閱的對象是那些? 

黃相輔：是說讀者嗎?那要看是哪一種雜誌，以婦女雜誌來說早期比較多是學校

的學生或老師，雖然說預設是女性讀者，從讀者通信來看不少是男生在讀，可能

是男性覺得這對家庭有幫助。 

毛傳慧：裡面也牽涉到內容是否學校願意訂閱，還有訂閱的狀況，明末清初很多

都是學校或是學書單位來訂閱。 

黃相輔：家駒的書中有寫到商務出的雜誌常是和自家出版品或教科書掛鉤的，出

雜誌目的是宣傳促銷，不是作補充教材，而是像宣傳廣告，教育雜誌是給學校老

師談教育問題的，婦女雜誌裡有很多廣告是推銷商務自己的出版品。讀者群在王

蘊章時期是比較有文化能力的女性和學校老師學生，章錫琛時期讀者群年輕讀者

變多，增加很多男性，五四時期的青年人想了解理想的女性是如何建構會去讀婦

女雜誌，到杜就田時期回歸保守著重家庭教育女性讀者又回來了，最近有相關研



究論文是談到讀者群現象。(補充：葉韋君，“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

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9 期，2017 年 6 月) 

張之傑：杜就田好像是杜亞泉的堂弟。 

黃相輔：是，杜就田是杜亞泉堂弟，也作過他的編輯助手。杜亞泉在五四時期的

東西文化論戰，站在五四新文化的對立面，受到新派分子的不好評價，連帶使得

跟他有關的人物都被視為舊派。像章錫琛就批評過杜就田「頭腦不清楚」。不同

的立場會有不同評價，所以研究近代史的人要對不同立場的資料都要看，小心的

篩選求證。 

張之傑：您提到的《婦女雜誌》上的科幻小說，我特別感興趣。《婦女雜誌》有

全文電子檔，便於查閱。章錫琛離開商務後所辦的《新女性》，不知有沒有電子

檔？有沒有科幻小說？ 

黃相輔：章錫琛覺得商務太保守了，與志同道合者另起爐灶辦自己的婦女刊物，

延續他原本在商務主編時宣揚婦女解放的論調。如果對民國初年的雜誌有興趣，

上海圖書館有一個資料庫，可以看到民國早期的雜誌，但是不清楚是否有開放給

一般民眾。(補充：上海圖書館的資料庫需要個人訂閱或機關團體訂閱才能查看

全文) 

邱韻如：您講到 1917 年女博士那一篇，在當時，拿到博士的女性應該很少。您

今天講的《婦女雜誌》是 1911年到 1925年，想請問當時的婦女學歷大概到什麼

程度？這時的「女博士」是不是有點科幻？ (按：會後查得，出身於書香世家的

鄭毓秀女士，1905年到日本留學，1917在巴黎大學取得法學碩士，1925年獲得

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位女博士。) 

張之傑:有讀書的幾乎是讀私塾。 

黃相輔：女博士很科幻是烏托邦式的理想科幻，社會改革之類的。 

楊龢之:不要小看當時的女性，清末時候很多都留學日本像秋瑾，有錢世家不是

只讓男生讀書。 

黃相輔:當時的環境女性識字率不高，婦女雜誌針對識字的女性，女性很多沒有

正式的學歷，但是家裡都會培養識字能力，在 1915 年到 1925 年很多女性接受新

式教育思想，婦女雜誌當時的宗旨是發揚女學，女學是女子教育，有各式各樣的

女學像教會辦的女學，蔡元培在上海辦的愛國女學也是一個範例，王蘊章在 1916

年的第二卷是由胡彬夏當主編，胡彬夏是當代很有名的教育家，她在美國和日本

都留學過，在美國拿到衛斯理學院的學士，所以在做主編時非常鼓勵女子受大學

教育，是新時代的女性代表。 



張之傑：不能以現今的「學歷」來看，其實當時讀書、識字的女子相當多。世家

大族的女子固不必論，一般仕紳家庭的女子大多也和兄弟、堂兄弟一起念書。先

嗣祖母熟讀詩書，曾受朝廷誥封。先母民前四年生，也讀過書，看一般書絕無問

題。 

黃相輔：胡彬夏當時有大學文憑，商務聘她為主編，就是用「女界名人」的名義

來宣傳，拉抬商務聲勢。 

楊龢之: 革命先烈方聲洞兄妹四人同到日本留學，他姐姐方君瑛後來在法國拿到

碩士學位，妹妹方君璧是國際知名畫家，世家女生跟男生一起讀書雖然沒有正式

學歷，在家都是讀四書五經。 

黃相輔：除了像胡適這樣拿獎學金之外，需要家境優渥來提供資金留學，胡彬夏

的家境就不錯。另外的例子是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也是出身自地方世族的菁

英家庭，讀教會學校受到英國老師的欣賞推薦到英國留學，所以除了拿獎學金

外，家世背景要夠好才有資源。 

楊龢之:只要是世家的都不會歧視女生的，當時出了很多才女，也不用擔心她日

後的職業生涯。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19位。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

德勤捕捉精彩鏡頭。特別繼續商請喆思智造設計的葉先生全程錄影。 

二、 每年學刊出版後，都會寄送給李約瑟研究所、國內幾家圖書館及大學圖書

館。但目前有些圖書館有的因館藏空間有限或管理問題，在網路上查不到典

藏本會學刊的紀錄，目前已經一一查詢，若該館不典藏，我們就不再寄送。 

三、 為慶祝本會創會20週年，學刊第22期定於11月底出版，由張之傑策劃、巫紅

霏主編的第22期，目前已組稿完成。 

四、 今日例會已發送二十週年慶邀請卡給與會好友，希望大家一定要把12月2日

空出來。 

五、 1997年12月3日，由六位同好舉行第一次集會，至今已滿二十年，是為本會

創會紀念日。本會將於12月2日例會演講後(將縮短為一小時)，舉行二十週

年慶祝活動，除備有紀念品外，屆時將發送第22期二十週年紀念特刊，邀請

歷任會長一起回顧二十週年的篳路藍縷，頒發感謝狀給幾位義工等活動，歡

迎舊雨新知一起共同來見證這個「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特別時刻。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cat=12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Dropbox/Chiuself/D_中華科技史學會/A03_例會演講/20170603_韓學宏/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六、演講通告：2017 年十一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11/18   /1400-1600 / 1330 即可入場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講題：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事--談〈渡臺悲歌〉 

講員：徐勝一（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退休老師） 

簡介：客家先民多次遷徙，目的在尋找較好的生活環境，遷移途中必定遇到

不少困難。譬如近年流傳的〈渡臺悲歌〉，就是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

故事。 

渡台切結書及渡台悲歌，是彭瑞瀾一家九口的渡台史，記錄他們 1804

年從陸豐河田出發、在橫江口登河船、到饒平柘林港等待洋船、以及

抵臺後的生活狀況。悲歌內容偏向負面，乃因家累過重，彭瑞瀾又帶

著長子夥同原鄉另三位兄弟轉往印尼謀生，留下新竹妻小，終致沒能

相聚。百多年來相傳他們僑居在「金山邦嘎沙里洋」，據此我們推估

兩個地方，即邦加島的勿里洋 (Belinyu Banka)與山口洋的邦嘎

(Pemangkat Singkawang)，都是印尼最具陸豐客家風味的古鎮。 

〈渡臺悲歌〉是次子彭堯梅，在父兄出外無歸，在極端無助下，感時

傷心之作，歌詞完成於 1823 至 1834 年之間。 

 

本會網站 

 中華科技史學會網站：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  

 中華科技史學會大陸博客網站：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 

 Facebook 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附件： 

中華科技史學會106年9月~ 107年7月 預定演講活動一覽  (草案) 2017/6/1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 11 樓 研習教室 (臺北市建國南路 2 段 125 號)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日期：每月第一週 週六 14:00~16:00  （請注意 9~11 月日期） 

姓  名 時  間 題        目 服務單位 

陳大川 106 年 9 月 16 日 

(第三週) 

神秘的澄心堂紙 造紙界耆宿 

黃相輔 106 年 10 月 28 日 

(第四週) 

商務印書館與民國初年

的科學知識傳播 

中研院近史所 

徐勝一 106 年 11 月 18 日 

(第三週) 

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

事--談〈渡臺悲歌〉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退休 

張之傑 106 年 12 月 2 日 從歷代氣象文獻看龍與

龍捲風的關連 

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

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張淑卿 107 年 1 月 6 日 《豐年》中的衛生知識傳

遞：以傳染病防治為討論

案例，1951~1963 

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

會醫學科 

(休會) 107 年 2 月   

劉昭民 107 年 3 月 3 日 中國古代氣象學後來落

後的原因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張玉燕 107 年 4 月 14 日 

(第二週)(4/7 連假) 

《南方草木狀》筆記：淺

談古代植物書寫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陳德勤 107 年 5 月 5 日 清代遊記中歐洲水族館

及動物園記載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孫郁興 107年 6月 2日 中國古代的發明與發現 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何邦立 107 年 7 月 7 日 抗日戰爭南洋華僑機工

回國服務團 

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

會執行長 

(休會) 107 年 8 月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p=1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