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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鎖定於平安時期《今昔物語集》對中國的關注，探討編者重建中國

史、詮釋中國著名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觀點。希望藉由分析本書所建構的中

國，瞭解日本建立自身主體性的過程。關於日本如何重現中國，可由影響和

接受的兩大主體，以及連結其間的媒介這三方面來討論。兩個主體當然是指

中國與日本兩國，而串連起影響發送者及接受者兩端的媒介，擔負起文化傳

播的功能。 第二章以《今昔物語集》的文類「說話」為論述中心，討論

「說話」文學中的中國元素。包括中國「小說」的發展和唐代盛行的「傳

奇」及「變文」兩種文體對日本「說話」的影響，並論及中國與日本「說

話」的題材、體裁的選擇，「話末評語」和中國「論贊體」的關聯性等諸多

問題，以瞭解唐文學對《今昔物語集》的影響。 第三章以《今昔物語集》

當中融入的儒家思想為主題，探討論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對日本的政治、社

會、外交、文學各層面的影響，同時對該書的編者對儒家思想中五倫的看法

及其所提出的生活原則，與平安時期其他的相關作品作比對，藉以瞭解兩者

之間的落差，梳理中國儒家思想在日本文學中被內化的過程。最後再以日本

傳統的神道信仰為主題，探討日本神道信仰與中國儒家思想相互抵觸和互為

所用的原因，然後歸納出在《今昔物語集》及平安時期社會中神道信仰與儒

家思想的共存之道。 第四章將探討關於《今昔物語集》中塑造的中國國家

形象。以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角度，分析日本與中國的二元關係形成的原因。

包括兩國國勢的盛衰對國家形象產生的變化，並討論《今昔物語集》編者如



何利用「中國」為陪襯，以確立日本的國家價值的經過。 第五章以《今昔

物語集》的編者對中國人物形象之重塑的目的為主軸，首先研究編者所塑造

的中國君王形象的共同特徵。其次則觀察本書所呈現不同的孔子形象，並對

照相關中日文獻，釐清其間的差異，分析在《今昔物語集》中孔子的形象轉

變，以歸納該形象形成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最後以收錄於震旦部的三則故事

為主，分析本書編者所描繪的中國女性的特徵，勾勒出編者建構的中國女性

形象。 第六章著眼於《今昔物語集》的編者刻意挑選了四十篇他認為足以

代表中國歷史的作品，貫串成卷，且冠以「國史」之名，做為震旦部最末卷

的動機。首先剖析「秦朝」、「秦始皇」和「徐福」三個關鍵概念，其次則

就本書缺字的問題，透過觀察缺字性質的統計數據，分析缺字發生的原因及

缺字與說話功能的關連性，藉此瞭解編者的用意，探究平安時期知識份子的

意識形態。 中國與日本，兩個近在咫尺的國家，兩者之間的關係從古至今

經歷過多少轉變，在文學、政治、藝術等各個不同的領域上都有著密切關

連。對古代中國而言，日本不過是「倭」、「東夷」等蠻夷之邦的一員；然

而對於日本而言，中國曾經是一個理想的國度；曾幾何時，那個令人神往不

已的「完美中國」已不復存在。 日本藉由吸收自中國的文化為基礎，發展

出屬於日本的特質，以確立其主體性；藉由言說中國，同時也進行自我省

視、自我定義、與自我想像。「中國」，擔任著日本建立主體性時最重要的

角色，是日本由鏡中看到的那個「他者」。然而，這個「他者」的角色，除

了「中國」之外，任誰都無法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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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0/5/20 

轉

檔

日

期 

2010/05/26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5278038 2010.5.20 20:44 61.223.237.115 del 01 495278038 2010.5.20 20:44 

61.223.237.115 del 02 495278038 2010.5.20 20:44 61.223.237.115 del 03 495278038 

2010.5.20 20:47 61.223.237.115 new 01 495278038 2010.5.20 20:50 61.223.237.115 

new 02 495278038 2010.5.20 20:53 61.223.237.115 new 03 495278038 2010.5.20 

20:57 61.223.237.115 new 04 495278038 2010.5.20 20:58 61.223.237.115 del 01 

495278038 2010.5.20 20:58 61.223.237.115 del 02 495278038 2010.5.20 20:58 

61.223.237.115 del 03 495278038 2010.5.20 20:58 61.223.237.115 del 04 495278038 

2010.5.20 21:04 61.223.237.115 new 01 495278038 2010.5.20 21:05 61.223.237.115 

new 01 495278038 2010.5.20 21:05 61.223.237.115 new 01 495278038 2010.5.20 

21:10 61.223.237.115 new 01 495278038 2010.5.20 21:14 61.223.237.115 new 02 

495278038 2010.5.20 21:15 61.223.237.115 del 01 495278038 2010.5.20 21:15 

61.223.237.115 del 02 495278038 2010.5.20 21:29 61.223.237.115 new 01 495278038 

2010.5.20 21:32 61.223.237.115 new 02 495278038 2010.5.20 21:34 61.223.237.115 

new 03 495278038 2010.5.20 21:38 61.223.237.115 new 04 495278038 2010.5.20 

21:46 61.223.237.115 new 05 495278038 2010.5.20 21:57 61.223.237.115 new 06 

495278038 2010.5.20 22:23 61.223.237.115 new 07 495278038 2010.5.20 22:36 

61.223.237.115 new 08 495278038 2010.5.20 22:49 61.223.237.115 new 09 

495278038 2010.5.20 23:00 61.223.237.115 new 10 495278038 2010.5.20 23:05 

61.223.237.115 new 11 495278038 2010.5.20 23:31 61.223.237.115 new 12 

495278038 2010.5.20 23:34 61.223.237.115 new 13 495278038 2010.5.20 23:40 

61.223.237.115 new 14 495278038 2010.5.20 23:47 61.223.237.115 new 15 

495278038 2010.5.20 23:50 61.223.237.115 new 16 

異

動

C 495278038 Y2010.M5.D20 13:26 61.223.237.115 M 495278038 Y2010.M5.D20 

13:29 61.223.237.115 M 495278038 Y2010.M5.D20 13:42 61.223.237.115 M 



記

錄 

coli3718 Y2010.M5.D20 23:51 61.223.237.115 M coli3718 Y2010.M5.D25 8:46 

140.136.213.161 M coli3718 Y2010.M5.D25 8:46 140.136.213.161 I 030540 

Y2010.M5.D26 8:16 140.136.20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