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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用觀點論〈東遊六十四日隨筆〉

的人物互動 

——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 

蘇建唐** 

【提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大稻埕富商李春生所著的〈東遊六十四日隨筆〉

為對象，透過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Grice 1975）和禮

貌原則（polite principle）（Leech 1983）探索作者赴日期間和日方

各界人士的互動情形。在日方安排下，這段時間和李春生往來的人

士超過一百人，其中獲作者具體描述者依身分不同可分成四類：1. 
日方政治人物；2. 商業相關人士；3. 媒體記者；4. 演講對象（含

教會與懇親會社）。由於各方懷抱的目的不同，透過互動行為和語

言使用傳達的訊息也各異，這部份是過去罕為諸家學者注意的地

方；對此，本文皆視為廣義的訊息符碼，並從交際語用觀點進行探

索，試圖援引提供一套詮釋性框架，一窺不同會話策略背後的目的

與收效。 
 

關鍵詞：李春生 東遊六十四日隨筆 合作原則 禮貌原則 交際

語用 

                                                 
*  本文於初稿階段承蒙兩位匿名評審的細心校閱與惠賜修改建議，特此致謝，文中若有任何

疏漏，責任當由作者自負。 
**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中國文學系兼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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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企圖由「語用學」（pragmatics）觀點切入，探索〈東遊六十

四日隨筆〉（下簡稱〈東遊〉）中，1 作者李春生遊日期間和日方各界

人事的互動情形。從 Morris 開始，2 語用學從哲學領域轉入語言學研究

的一環；該領域的研究視角之一是從語言使用者角度切入，針對他們基

於不同社會互動因素的制約下，為求交際得體性所做出的策略選擇。 

Grice 更在此基礎上提到，3 在言語交際的過程中，除表面可取得

的符碼義，還須推導出背後的隱含訊息。除此之外，本文認為人類的心

智除可通過語言做為反映窗口外，也可透過其他行為觀察說話者或行為

者當下想法，因此我們將這兩種訊息符碼（code）皆視為廣義的語言訊

息，4 一併納入觀察範圍。文中除探索各行為手段背後想傳達的訊息

                                                 
1  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收入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第 65 輯（臺北：

文听閣圖書，2007[1896]），頁 1-85。 
2  Charles William Morris,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vol. 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9. 
3  Herbert Paul Grice,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4  感謝評審之一針對身體行為和語言之間的連結與觀察提出了建議，讓本文有機會進一步思

考相關議題。一般而言，社會交際場合常是語言與非語言交互混用而成，Samovar 認為進

行社會交際時，語言交際大致占 30%，其餘多由非語言行為承擔（Larry A. Samovar,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e Messages of Action, Spece, Time, and Silence,”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1991), 170.）。

Birdwhistell 將研究人類身體姿態如何在訊息傳播中發揮作用的科學稱為「身勢學」

（kinesics）（Ray Lee Birdwhistell, “A Preliminary Review,” in Introduction to Kinesics: An 
Annotation System for Analysis of Body Motion and Gesture (Washington D.C.: Dept. of Stat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1952), 3-34.），並且執行了一系列的研究，因篇幅關係，這裡不另

做深究，有興趣者可進一步閱讀其另一著作，Ray Lee Birdwhistell, Kinesics and Context: 
Essays on Body Motion Communic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0)。由於主要與身體動作有關，故又稱「身體語言」（body-language）。近年隨著相關

研究成果問世，學者（如：王永場 1998、寧基 2003、劉建芳 2005 與李威 2009 等）開始將

目光擴展到「以實物、動作或語境為基本要素和手段傳達的非語言概念，包含單個舉止及

其所引出一連串行為的組合」，並將之稱為「行為語言」（body-act language）。這類「語

言」除了同樣可傳遞訊息外，其解讀也無法脫離特定語境獨自存在，須要受到對話雙方共

同文化所形塑與限制，特別是一些經由特殊設計所進行者更是如此；從這點來看，行為語

言其實也與一般傳統的語言無異，亦符合本文所謂的廣義語言。行為語言也是某些工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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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將透過語用學的兩種「會話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次

原則，即：「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 CP）5 與「禮貌原則」

（polite principle, PP），6 剖析各方互動時運用的交際策略及其收效，

有關上述理論的精神以及相關概念容第二節另談。 

〈東遊〉是李春生（1838–1922）於 1896 年受邀赴日遊覽的心得觀

察日記，遊日期間作者（下皆指李春生）在日方刻意安排下，參觀了當

地許多現代化的建設，以及被引介認識各界人士。在以上過程中，隨著

目的不同，各方與李氏的互動情形也各異，此間隱含各種罕為前人所注

意的語言行為模式，有待細致觀察。 

下列分做三個小節，其中 1.1 節與 1.2 節分別回顧李春生的生平及

其與日方的關係、〈東遊〉的內容大綱和前人研究成果等。1.3 節則概

述文中作者和各界人事的種種互動關係，以及各類人士間的往來目的，

並做為後文分析的基礎。 

（一）李春生生平及其與日方關係 
清道光 18 年（A.D. 1838），鴉片戰爭前一年，李春生出世於泉州

同安府廈門，隨其父李德聲受洗為基督教徒並自學漢學及英語。7 李氏

自幼篤信基督長老會信仰（Presbyterianism），並戮力投身基督教義哲

理的闡述，著作共計十一部，且獨資興建「大稻埕基督長老教會」，後

於大正 12 年（A.D. 1922）辭世。 

                                                                                                                      
理科學領域研究的一環，畢竟有些話說破無益，倒不如透過適切的鋪陳使彼此心領神會即

可，例如〈東遊六十四日隨筆〉中日方的行程安排、接待人員身分、出席場合與遊歷地點

等，正是行為語言的體現。王永場，〈古代行為語言例示〉，《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總 18 期第 3 期（1998 年 6 月）、寧基，《行為語言學》，（北京：北京

師範大學，2003）、劉建芳，〈行為語言分析及與用解讀〉，《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4 期（2005 年 8 月）、李威，〈身勢語文化與外語教學〉，《教

學與管理》第 21 期（2009 年 7 月）。 
5  Herbert Paul Grice,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6  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New York: Longman, 1983), 104-139. 
7  吳文星，〈白手起家的稻江鉅商——李春生〉，收入張炎獻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

二冊（臺北：自立晚報，1987），頁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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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年李春生曾於廈門英商怡記洋行（Elles & Co.）擔任買辦（即「掌

櫃」）從事洋貨與茶葉生意，1864 年廈門受太平軍所侵，李春生輾轉

東渡臺灣，落腳大稻埕一帶復營茶葉，甚至代銷三達石油公司煤油而累

積巨富，僅次板橋林本源家族。然近耳順之年又逢乙未割臺（A.D. 

1895），當日軍兵臨臺北城時，李春生與辜顯榮、李秉鈞、吳聯元、陳

舜臣、劉廷玉、陳儒林、奧利（R. N. Ohly，德商）、湯姆森（G. M. T. 

Thomson，英商）與禮密臣（J. W. Davidson，美記者）等人往迎日軍入

城，輔助治安維護，獲敘勳六等受單光緒日章。 

此後李春生和日方維持合作關係，除身兼多重職務（擔任臺北保良

局會辦、臺北廳參事、維新公會會長、日本赤十字社政社員及臺北支部

商議員、臺北仁濟院評議員、臺北大稻埕公學校學務委員、臺灣史料編

纂委員會評議員等）外，其子（李景盛）孫（李延禧）也更應日方之邀，

籌辦當時臺灣第一家現代化的民營銀行新高銀行（即現「第一銀行」前

身）。8 

由於臺灣是日本經維新圖強後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該政府為能快

速掌握島內民風，是以有意拉攏當時親日的仕紳；李春生於清領時期已

在北部經商得志，可謂當時的頭人之一，因此日方遂於治臺隔年（A.D. 

1896）邀其赴日遊歷，前後共六十四日。日方目的除藉機拉攏外，也趁

此機會向李春生展現「內地」的繁盛與治理能力，9 〈東遊〉正是李氏

回臺後連載發表在「臺灣新報」的見聞錄， 

（二）〈東遊〉故事大綱及前人研究成果 
徐千惠10 及何宗勳11 曾按〈東遊〉所記內容指出，促成李春生本

                                                 
8  關於李氏家族和「新高銀行」的事蹟，可詳參陳俊宏，〈李春生、李延禧與第一銀行〉，

《臺北文獻》第 134 期（2000 年 12 月），頁 203-229。 
9  「內地」一詞習見於日治時期的臺灣語教科書《語苑》之中，當時主要指相對於「臺灣外

島」而言的「日本」本土。 
10  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旅外遊記析論——以李春生、連橫、林獻堂、吳濁流遊記為分析

場域」（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 月），頁 13-14。 
11  何宗勳，「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研究」（臺中：國立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2011 年 6 月），頁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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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旅行的幾個原因與目的： 

1. 表面因素：應樺山資紀返國述職，受邀赴日觀光考察，實際由

海軍少將角田秀松和民政局長水野遵執行。 

2. 日方目的：藉李春生的影響力為日政權宣傳，並強調日方各方

面的優越性，以及引介日本財閥來台設立據點。 

3. 私人動機：安排六位孫執輩赴日留學；確認心中的政治理念，

企使中國富強安康；廣結商界人脈。 

也因前述幾點原因與目的，使李春生遊日期間，在日方政府安排

下，除觀覽許多現代化設備與風情外，基於各種不同目的所致，作者也

在這段時間和超過一百人有過互動。對於這段歷史的討論，過往不乏具

體描述者，但或因論述方向不同，也致各家分類各異，參表一，表中「＼」

指未包含該項目。 

表一 李春生赴日期間人際網絡 

古偉瀛12  徐千惠13  何宗勳14  

日本駐臺官員 日本駐臺官員及親屬 日本駐台官員與親屬 

日本商人或地方官員 日本紳商、政要、軍人 日本政府官員與商紳巨

室 

教會人士 基督教會人士 基督教會人士 

新聞從業人員 新聞從業人員  

其他（親友、景點服務人員）  

綜參上表分類，可依根據來往目的不同將李春生赴日期間的人際網

絡分成四類：1. 日方政要（包含駐臺官員以及當地政要）；2. 商業相

                                                 
12  古偉瀛，〈從棄地移民到日籍華人——試論李春生的日本經驗〉，收入李明輝編，《李春

生的思想與時代》（臺北：正中書局，1995），頁 166-216。 
13  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旅外遊記析論——以李春生、連橫、林獻堂、吳濁流遊記為分析

場域」，頁 26-33。 
14  何宗勳，「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研究」，頁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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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士（包含所有因商業目的產生互動者）；3. 媒體記者；4. 教會人

士。在與前兩類人士對談時，作者多扮演受訊者（receiver），是以這

部分將著重日方政要與商業人士的言談策略分析。反之，在和後兩類人

員交談時，李春生則扮演傳訊者（sender）；其中作者於教會曾做過兩

次演講，本文也將之與另一次對商界懇親會社人員的演講相比，可看出

作者對兩造間的親疏態度。 

至於徐千惠提出的「其他類」人士，15 由於成員或屬萍水相逢（如

參訪地點接待人員），又或作者其自身親屬，較難具體看出雙方互動的

目的性，因此不在本文的討論範圍之內。 

除上述依人際互動所做的分類外，何宗勳曾將過去學者對李春生的

討論進行整理，16 本文於此基礎上重新分做四種角度： 

1. 思想：主要討論李春生如何在虔誠的基督教信仰上，構建出個

人對中國儒家與其他宗教的觀感。李明輝認為李春生的思想揉

合中國儒家與基督教信仰，17 並倚之駁斥其他相異信仰（如：

佛教）與看法（如：達爾文的「進化論」）。這部分也可參考：

洪碧霞、18 吳文星、19 黃俊傑、20 李黃臏21 的研究成果。  

2. 生平：討論李春生如何通過洋行買辦進而買賣烏龍茶致富，以

及在日本領臺後與日人往來與合作的事蹟。其中吳文星較早投

                                                 
15  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旅外遊記析論——以李春生、連橫、林獻堂、吳濁流遊記為分析

場域」，頁 33。 
16  何宗勳，「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研究」，頁 2-7。 
17  李明輝，〈轉化抑或對話？——李春生所理解的中國經典〉，《國立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 20、21 期合刊（2000 年 6 月），頁 133-174。 
18  洪碧霞，「李春生中國化基督教思想之構造及其意義」（嘉義：國立中正大學歷史學系碩

士論文，1994 年 6 月）。 
19  吳文星，〈李春生——白手起家的富豪思想家〉，《臺灣文學評論》第 5 卷第 1 期（2005

年 1 月），頁 20-26。 
20  黃俊傑，〈中日文化交流史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類型及其涵義〉，《臺灣東亞

文明研究學刊》第 4 卷第 2 期（2007 年 12 月），頁 85-105。 
21  參見李黃臏，《臺灣第一思想家》（臺北：聖環圖書，1997）、李黃臏〈虔敬上帝與追求

富強——台灣思想家李春生的哲學思想分析〉，《育達學報》第 14 期（2000 年 12 月），

頁 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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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注，22 另外，莊永明、23 陳俊宏24 等人也有相關研究問世。  

3. 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25 主要討論日本政府領臺後對李

春生在國家認同上的影響，特別是在東遊日本的見聞與分析，

以及返臺後在所謂自我和他者間的拉扯。26 可參考古偉瀛、27 

黃俊傑、28 張易臻29 等。  

4. 〈東遊〉中人際互動的討論：徐千惠也對日方使用的政治手段

提出討論；30 該文觀察到如各層級官員在招待工作上的分層負

責，以及李春生對靜岡茶官星田氏所提要求不亢不卑的回應態

度等。何宗勳則整理了李春生與各類人士來往中受到的招待。31 

其中與本文探討主題較有關係的第四類，除已於前文介紹的部份

外，文中雖偶涉背後的人際往來手法，但因這部分並非該文重點，是以

未有詳細論述，且皆未由言談行為的角度進行觀察。如 1.1 節所述，語

言等同於人類的其他行為，皆可視為反映說話者或行為者當下想法的訊

                                                 
22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收入瞿海源、章英華等編，《臺灣社會與文

化變遷（上冊）》（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頁 69-108。 
23  莊永明，〈臺茶拓銷先驅：李春生〉，《臺北畫刊》第 451 期（2005 年 8 月），頁 78-79。 
24  參見陳俊宏，〈馬偕、李春生與禮密臣——跨世紀的際會與著作〉，《淡水牛津文藝》第 4

期（1999 年 7 月），頁 169-172、陳俊宏等，〈「臺灣史話」——李春生、李延禧與第一

銀行〉，《臺北文獻》第 134 期（2000 年 12 月），頁 203-229。 
25  據本文所見，「National Identity」可譯作「國家認同」或「國族認同」，由於此間分別並

非本文重點，這裡暫依黃美娥所譯，參見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

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4 期（2003 年 7 月），頁 222-246。 
26  「自我」與「他者」在黃俊傑的論述中，主要用以分辨人們在政治實體與文化價值上的認

同。參見黃俊傑，〈中日文化交流史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類型及其涵義〉，《臺

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4 卷第 2 期，頁 85-105。 
27  古偉瀛，〈從棄地移民到日籍華人——試論李春生的日本經驗〉，收入李明輝編，《李春

生的思想與時代》，另參見黃俊傑、古偉瀛，〈新恩與舊義之間——李春生國家認同之分

析〉，收入《李春生的思想與時代》（臺北：正中書局，1995），頁 217-256。 
28  黃俊傑，〈中日文化交流史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類型及其涵義〉，《臺灣東亞

文明研究學刊》第 4 卷第 2 期，頁 85-105。 
29  張易臻，〈旅遊文學中的政治思想及其時代背景轉變：以〈東遊〉與環球遊記》為例〉，

《史穗》第 5 期（2012 年 6 月），頁 101-127。 
30  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旅外遊記析論——以李春生、連橫、林獻堂、吳濁流遊記為分析

場域」，頁 33-34。 
31  何宗勳，「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研究」，頁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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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符碼，因此本文將這兩種符碼皆視為廣義的語言訊息的一部份。若以

此 視 之 ， 如 何 利 用 上 述 符 碼 傳 達 特 定 言 談 訊 息 ， 則 屬 於 語 用 學

（pragmatics）中言談分析的研究標的之一；是以本文認為應可藉由相

關理論，為各類人士與李春生互動時採取的策略，提供不同以往的詮釋

框架，同時也是對前人研究的補充與回應。 

（三）〈東遊〉的人物互動模式 
根據〈東遊〉的記述，李春生赴日的六十四日期間，往來的人物大

致可分成四類：1. 日方政要；2. 商務領袖；3. 媒體記者；4. 演講對

象。不同的互動行為，蘊含的訊息也各異，除反映各方與李春生交往抱

持的目的外，也能看出李春生本人對外處世的性格，下表二先概要整理

上述四類人士和作者互動的情形。 

表二 各界人士與李春生彼此行為目的與互動情形 

身分背景 行為目的 互動情形 

恩：拉攏臺灣頭人 
日方政要 恩威並施 

威：國族觀念的摧毀與重建 

成功：大谷嘉兵衛、淺野總一郎 
商業相關人士 生意洽談 

失敗：星田氏，萩原峰三郎 

對外宣傳：美國記者禮密臣 

學養測試：讀賣新聞記者 媒體記者 宣傳與測試 

成果驗收：大阪新聞記者 

教友：抒發己見 
演講對象 回應演講邀請 

商界懇親會社：一般祝詞 

對於表中各種行為目的的傳達與獲取，事實上還需要交談雙方同時

遵守某些原則，以確保彼此皆能瞭解對方的想法。合作原則便是在上述

觀念下，由 Grice 從言談過程中歸納得出，32 他發現到「交談的參與者

                                                 
32  Herbert Paul Grice,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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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某種程度上意識到一個或一組共同的目的，或者至少有一個彼此都

能接受的方向」，是以交談雙方都需要遵守某些原則；Leech 則對前述

理論未能照顧到的部份補充了禮貌原則。33  

從廣義角度來看，若將語言視為人類行為的一部分，則無論由具體

口述，或行為舉止皆可視為傳遞行為者想法的訊息符碼，因此本文將這

兩種符碼皆視為語言訊息的一部份。若以此觀點回頭審視李春生於赴日

期間與不同人員的交往，本文認為此間互動也含蘊著各種語言行為目的

（參表二），但過往卻罕為前人所注意；是以本文企圖利用合作原則以

及禮貌原則對〈東遊〉記錄的各式言談互動關係進行探索。 

本文共分七節，架構上除首尾兩節的前言和結語外，第二節將介紹

本文使用的言談分析次理論：合作原則與禮貌原則；第三至六節則分別

針對表二列舉的各種言談互動模式，進行細緻分析，再援以合作原則和

禮貌原則做詮釋。 

二、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 

合作除了是人類互動的基本假設外，同時也是語言溝通能無礙進行

的根本性基礎；然而，為能使合作得以順利，這還必須由雙方彼此在這

過程中遵守某些原則，才能達成共同的溝通目的。對此，英國語言學家

Grice 提出了「合作原則」的想法，34 這部分的精神將於 2.1 節中進行

介紹。 

然而，對於合作原則的適用性是否真能無往不利，稍後的 Leech 則

提出相關質疑；35 他發現在真實語言的使用上，其實仍存在一些合作

原則無法解釋的地方，例如： 

1. 為什麼人類常常會以隱晦的方式間接傳達自身的看法？ 

                                                 
33  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104-139. 
34  Herbert Paul Grice,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41-58. 
35  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10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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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說話者使用非直述句時，字面真值義和語用義間的關係又是

如何？ 

為能解決上述問題，Leech 提出禮貌原則企圖補足合作原則未竟之

處；這部分的介紹將於 2.2 節呈現。 

（一）合作原則 
Grice 認為合作原則是下列概念的產物，36 該文共列出四點主要原

則及若干次原則，分別如下： 

在正常情況下，言語交際必須是在雙方共同遵守某些原則（即合

作原則）的狀態中才能順利進行。□□人與人之間的交談並非由

毫無關聯的語句所組成，反而是在每個對話參與者同時認同並朝

某個目的或共同方向進行，其形成可能來自對話初始的目的，又

或在過程中逐漸達成共識。 

表三 合作原則的內涵 

主要原則 定義 次原則 

所說的話應包含交談目的所需 量的原則 
（Quantity）

盡可能給予適量的訊息 
所說的話不應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 

不要說己身已知為誤的話 質的原則

（Quality） 盡量給予正確的訊息 
不要說缺乏足夠證據的話 

相關原則

（Relation）

說話要貼切與主題相關，

不答非所問 N.A. 

避免晦澀 

避免歧異 

盡量簡鍊 
方式原則

（Manner）
資訊的傳達盡可能清晰明

白 

盡量條理有序 

 

                                                 
36  Herbert Paul Grice,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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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作原則所述，只要如實遵守上述各項次原則，便能全盤捕捉所

有訊息；然而，在日常對話中卻常出現下列這類情況。 

甲：我們都會想念張三和李四的，對吧？ 

乙：沒錯，我們都會想念張三。 

以上對話中，當某甲想跟某乙確認自己的意見是否受到支持時，某

乙僅確認了對其中一人（張三）的支持，事實上這背後卻忽略了對李四

的看法。若由合作原則來看，某乙的回答如實且明白地反映自身對該話

題的想法，符合「質」的原則，但未將所有看法全盤吐實，則破壞了「量」

的原則。 

一般而言，在交談者彼此願意合作的前提下，若某方故意違反合作

原則時，通時也透露出他另有溝通目的，此時聽者便可一情境推論對方

話語中真正想傳達的含意。事實上，前述情況便是如此，某乙雖違反合

作原則，但也可引導某甲做出推論：說話這應該想傳達其他訊息，例如

「他其實不想念李四」；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推論正是所謂的「會話含

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亦即：說者刻意違反某合作原則以

便傳遞某特定的訊息。 

這裡想問的是：某乙為什麼不採取「明說」的方式傳達對李四的看

法，反而選擇破壞合作原則的方式呢？這都無法單純僅依靠既有理論便

能回答的問題，是以 Leech 認為合作原則並非牢不可違反的信條，37 但

另需要禮貌原則適時提供補正功能。 

（二）禮貌原則 
如 2.1 節所述，Leech 認為合作原則在實際語言中可能會遇到一些

無法解釋之處；38 對於這樣的現象，該文認為是因為有些訊息性功能

（information-bearing function）無法由直陳句所傳遞的，故需另外思考

                                                 
37  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104-139. 
38  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104-139. 



．東海中文學報． 

 

 ．82．

其他的補足方式，如禮貌原則，下表是六項主要原則及若干次原則，並

可依常用場合兩兩歸作一組彼此補足。 

表四 禮貌原則的內涵 

主要原則 定義 常用場合 

盡量少讓別人吃虧 得體原則 
（Tact maxim） 盡量多讓別人得益 

盡量少讓自己得益 慷慨原則 
（Generosity maxim） 盡量多讓自己受損 

如：指令（directive）或承

諾（commissive）場合 

盡量少貶低別人 褒獎原則 
（Approbation maxim） 盡量多褒獎別人 

盡量少褒獎自己 謙遜原則 
（Modest maxim） 盡量多貶損自己 

如：表情（expressive）或

表述（assertive）場合 

盡量減少雙方的分歧 一致原則 
（Agreement maxim） 盡量增進雙方的一致 

盡量減少對他人的反感同情原則 
（Sympathy maxim） 盡量增加對他人的同情

如：表述（assertive）場合 

依此回頭看到 2.1 節中句（2）的情況，對話中某乙省略了「但不

包括李四」，使其破壞了「量」的原則以傳遞會話含義；這裡若以禮貌

原則來看，某乙之所以如此，顯然是為了不直接否定對方的看法，並著

重彼此一致之處，這背後的策略正是選擇上表的「一致」原則。 

須說明的是，禮貌原則為能擴大其適用性，因此對各組適用場合採

取寬式定義，這點是可理解的，但實行上恐有模糊之處；為能更具體掌

握各組原則，本文將做適當說明以符合所分析文本的情況。 

首先，第一組原則本是用於施作指令或承諾，但〈東遊〉主要涉及

後者，多出現於商業往來場合，例如文中出現多次商業洽談，彼此都能

否從其中獲利便是成功的關鍵，這部分常倚賴「得體」與「慷慨」原則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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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第二組原則與表情或表述內容有關，但因後項恐與第三組原

則重疊，是以本文將著重表情功能，凸顯行為背後所傳達的情感。例如

日方多次向李春生等人展現其強大國力，又或強調滿清的腐敗，這部分

明顯違反了「褒獎」和「謙遜」原則。 

不同於表情功能強調行為者心裡層面的好惡，第三組原則著重行為

本身是否會凸顯雙方的差異，又或呈現同理心。例如日方刻意開放僅官

員能進入的後樂園讓作者參觀，這部分運用了「一致」與「同情」原則。 

最後須強調的是，禮貌原則雖是補充合作原則無法解釋之處，但不

代表兩者只能對立存在，故不必然得破壞其中一方以成全另一方。日常

中可見到這兩類原則也可能同時被遵守或被違反，例如認同他人（一致

原則）不代表無法明白告知對方（量的原則）；又或「說大話」本身便

同時破壞「質」與「謙遜」等原則。以上顯示這兩類原則應視為相互補

足或是加乘的兩方，此間並無違合之處，類似情況也可見諸後文分析中。 

三、日方的政治手段及言談行為分析 

有關〈東遊〉的成文原因約可分做兩項，首先由樺山資紀所言看出，

日方希望能透過李春生的見聞，將日本的繁盛轉佈臺灣人民。從下文可

明白看出日方此番邀遊，無非就是希望能透過當時北部頭人之一的李春

生，將所見現代化建設與人事風俗等，傳達至臺灣以收宣傳之效。 

此次遲遲其行者，蓋欲君等，同飽眼福，俾異日返臺，悉將此時

遊歷情境，轉佈島民，未始不無稍補致臺開化之一著也。予至是

始晤公之處心積慮，無一不為大局計。39  

原因之二則是日治初期，民心惶惶未定，此舉也為了消弭臺灣島人

民對新政權的疑慮和排斥。若細觀文中所記，日東之遊成行於乙未割臺

隔年，是以包括李春生自己，對於突遭原宗祖國的割讓，以及面對初來

                                                 
39  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收入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第 65 輯，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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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政權也抱持著諸多不安定感。這點可從李氏不只一處自稱「棄地遺

民」，甚至說出「新恩雖厚，舊義難忘」看出，在國家認同上其仍在新

舊政權中擺盪，該議題過去已多有研究，可參考 1.2 節的整理，此不再

贅述。 

本文關注的是，日方當然瞭解李春生等人當時的心情，為能摧毀並

重建作者的國家認同外，又可收拉攏安撫之功，故於行程安排的手段上

多著重「恩威並施」。若以此大方向來看，其實日方早於去/回程的安

排便已開始進行相關鋪排，本文將之大體整理於下表。 

表五 赴日路線安排及背後的手段與傳達訊息 

赴日路線 手段與傳達訊息 

訊息 施恩：拉攏與安撫臺灣仕紳領袖 

去程 
手段

1.刻意安排歡迎人群（迎送恭賀之勝，推前計後，可想而

知） 
2.日方在臺領導人親自迎接（樺山、角田二公，沿途按景

指示） 

含義 威攝：折服臺灣仕紳領袖 

回程 
手段

特意繞境西京，參觀現代化建設，對比於傳統風物日方則

未多介紹（景物雖佳，奈行色匆匆，將是走馬觀珠，一閃

而過） 

除「去／回程路線」的安排外，李春生在日期間的絕大多數見聞，

也可看出日方的斧鑿痕跡，並一貫維持「恩威並施」的概念。接下來本

文將於 3.1 節與 3.2 節之中，分別細觀日方其餘手段及其想傳達的訊息；

最後另於 3.3 節進一步以合作原則與禮貌原則做進一步詮釋。 

（一）日方政要的施恩手段 
根據文中日方對李春生的招待，主要分做兩個面向：1. 全程派人

伴遊；2. 照料並安排飲食起居。然而，若細究觀之將發現，日方這些

舉止背後的意涵，除表層的「施恩以拉攏臺灣仕紳領袖」外，還包含「監

管李春生在日的交友情況」以及「若善加合作將獲得好處」等更深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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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有關這兩個部份的觀察，下文將分於兩個次小節進行討論。 

1. 全程伴遊以達監管目的 
如前文（參第三節）所述，對於李春生本次的旅程，日方顯然十分

看重，是以在行程的安排上也以貴客之禮相待。這部分除全程皆安排官

方人員伴隨外，但若細觀探究則會發現，日方在隨行人員的安排上，也

會根據各場合等級不同，而有不同層級的政要接洽，下表先對此進行整

理： 

表六 日方伴遊人員及出席場合 

階

級 同行日方人員及其身分40 出席場合 

高

階 
樺山（資紀）：首任臺灣總督 
角田（秀松）：海軍少將 

1.重大聚會：如 僑領大會 
2.重大建設：如 橫須賀軍港 
3.接風導覽：如 赴日去程 

低

階 
井原（順之助）：在臺內政部的通譯

井深：明治學院掌教井深梶之助胞弟

一般景點參遊：如 上野、博物院 
、製紙場、教會等 

從上表的整理中可清楚看到，日方在行程規畫的用心與細致，由各

層級政要代表親自出面接待，背後想顯示「攏絡並安撫臺灣仕紳領袖」

的目的，下列為具體事例。首先，李春生赴日東之遊的契機，主要緣自

首任總督樺山資紀返國述職，受海軍少將角田秀松邀請而成行，同行者

並非僅有作者一人，且雙方畢竟身分階級有差，按理不應同車並坐，但

根據作者下列紀錄，文中特指「同一座車」、「樺山、角田二公，沿途

按景指示」。以上種種作為皆顯示，日方為了拉攏李春生這位貴客，刻

意於一些小細節上提高李的身份。 

予與爵帥，沿途同一座車，觀其途次挨站應酬回禮，……自此至

                                                 
40  關於表中日方人員全名、銜稱及生平等，也可由《臺灣日本總督》、《近代東亞變局中的

李春生》等書籍資料中查詢到相關訊息。司馬嘯，《臺灣日本總督》，（臺北：玉山社，

2005）。李明輝，《近代東亞變局中的李春生》，（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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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岡，車程較促，故遲至鍾鳴十下，方始摒擋登車。一路風景姿

緻，鮮艷萋菁，勝似圖畫。加以樺山、角田二公，沿途按景指示，

親切迫真，彷然身歷其境。41  

另外，日方對李春生的禮遇規格，文中尚有一事可做具體紀錄。該

文記載作者一行人於東京時曾賞遊「後樂園」，42 同時特別提到日方

破格以「公卿之禮」待之，更讓李春生感受到對方的厚意。 

仰視檣門，上懸橫匾，大書後樂園三字，……斯園為公家業產，

近於槍局，故駢歸總辦統轄，例止頒許公卿大夫來遊。今者逾情

破格，雖所以優待新民，要亦難得主人公斡旋之厚意也。43  

如 3.1 節所述，日方在李春生遊日期間皆安排不同層級的隨員相

伴，表面上有保護與接待李春生的意味，並確認日方希望呈現給李春生

看到的一切事物都能確實完成。然而這背後還隱藏了更深的目的「監管

李春生在日的交友情況」，這部分可由下列的一小段紀錄獲得證實： 

是日午前，為金洲殉難諸通譯開調之期，井原氏想亦與有主祭之

分，故不待食，而馳往幫忙，遣予獨餐，寂寞殊甚。蓋因諸孫幼

等六人，自來另習而餐，為時亦較早。予既食，乃獨坐無聊。雖

有許多新客，投刺相訪，但為井原先生深誡，故不敢造次請會。

即欲會之，亦乏舌人，借通衷曲。44  

從上述記錄可看出，對於李春生的交友狀況，以至面會對象都須經

日方特意安排的通譯井原順之助「過濾」，即便井原不在身邊時，也不

另派其他「舌人」（翻譯人員）幫忙，以確保李春生在這段期間的一切

                                                 
41  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收入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第 65 輯，頁 6-7。 
42  「後樂園」在日本可能有兩個指涉，分別位於東京和岡山縣岡山市，文中所指為前者，全

稱為「小石川後樂園」。原是江戶時期水戶德川家的庭園，原名取自《孟子．梁惠王上》：

「賢者而後樂此，不賢者雖有此，不樂也。」 
43  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收入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第 65 輯，頁 40。 
44  同上註，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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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在日方的監控下進行。以上種種皆顯示，這次赴日的安排上，日本

方面確實出於精心設計；如此也讓本文的分析有所依憑。 

2. 引介政要家屬與鉅賈及其手段目的 
除 3.1 節提到的全程伴遊及景點上的高規格禮遇外，李春生赴日期

間在飲食起居上所受到的待遇，也顯示出日方細膩的手法。如引介日方

政要家屬，並看重作者在臺灣為第一大茶商的身分，積極引介當地商界

人士與作者結識，這背後想傳達「拉攏李春生與日方合作，進而影響臺

灣政局」的目的。以上幾點也體現在幾個手段呈現出的訊息上，下列將

重要的片段整理於表七。 

表七 日方對李春生飲食起居的照料及傳達訊息 

照料手段 傳達訊息 

進樺山、角田與水野府邸，並會見各家家人 視李為親近友人 

引介商業巨賈 合作便有好處 

首先，李春生一行人除「自抵京後，辱承諸君錯愛，先後燕會，幾

無虛日」外，文中更紀錄，作者分別受邀至總督樺山資紀、海軍少將角

田秀松與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水野遵的私人府邸，由主人親自導覽內庭

園林外，甚至得以面會家眷，更受奉茶。在樺山的部分作者是受邀而往

的，同時尚由總督夫人親自奉茶，這對來自殖民地的李春生來說更是不

容易。當然，如此舉止事實上也透露出：日方有意表現「李為親近友人」

的訊息，更達拉攏之效。 

午後二時，承諭踐約，同孫曹及井原君，乘力車，馳往帥府，恭

謁樺山公私第。……並荷引導，遊覽內庭私宅，……時樺山夫人

同少奶奶相聚軒中，瞥見予等隨公瀏覽，乃傳諭予等晉謁。……

茶為當地名產，碾成細粉，經少奶奶按譜沖泡，輾轉搗攪，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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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督夫人轉手捧賜。45  

儘管東西之俗大異，但一般而言人與人的交往特別是在私領域，如

家人間的面會，若非到一定交情，通常不會隨意安排見面，這在風氣較

保守的日本也不例外。這部分除可由作者頻請拜訪角田方遂其願一點看

出外，本文認為角田未能在第一時間答應，或許也是因此舉原不在安排

之內，事實上這反而更凸顯樺山府邸一程的操作斧鑿。 

先予自臺北，辱承角田公賞識錯愛，高情厚德，銘感不忘。抵京

後，無日不盼造府拜謝，但為格於風氣，頻請未遂，故遲至本日

午餐後，始獲如願以償。……至即蒙公賞見請會，既登堂，更荷

夫人率諸少君姑娘，雁行施禮。46  

最後，除了政要的賞見會面外，鑒於李春生在臺灣的身分與從事的

事業，日方也在商業往來上提供了實質的幫助。以上主要表現在：1. 樺

山資紀辦在帝國大酒樓的商業聚會；2. 日本銀行領僑遷大會之燕；3. 介

紹與大谷嘉兵衛、淺野總一郎等巨富合作。這些安排日後也確實證明別

有心意，如：日治時期的「新高銀行」便於 1916 年交由李春生家族籌

組。這部分想透露「合作便是自己人，且享有龐大的商機」；有關其中

往來細節，為免模糊焦點，這部分另於第四節細論。 

（二）日方欲傳達的威攝重點 
從 3.1 節的討論中可看出，日方對李春生的攏絡可謂多管齊下；然

而，誠如 1.3 節所述，這趟行程的另一重點是在摧毀並重塑作者的國家

認同。須了解到，當時的李春生對於國族的認同仍偏向清帝國，這點可

由其赴日之時仍綁著「猪尾辮」，並時時自認為「棄地遺民」等看出。

因此日方為能有效管理新收的殖民地，使其人民建立對新政權，甚至「內

地」的認同，進而臣服於新帝國的領導則端看能否策動幾位頭人以收近

                                                 
45  同上註，頁 13-15。 
46  同上註，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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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為達到以上目標，日方主要採取「威攝」的手段，47 大致可分成：

1. 摧毀國家認同；2. 營造良好社會風氣；3. 展演現代化建設以達威攝

效果。至於上述手段所傳達的訊息，下列本文將分以三個次小節討論。 

1. 國家認同的摧毀 
從 1.2 節的整理來看，前人對李春生在〈東遊〉中國家認同的轉變，

已取得相當成果，本文也大致認同；然而，過往討論並未由語言行為切

入，詮釋日方於此過程中透露出的訊息，下文將對此進行探討。 

李春生在日治初期對國家認同與定位應反映了當時不少臺灣人民

的心理，48 〈東遊〉中不只一次提及對清帝國「喪師辱國，割地求和」，

以致其成為「棄地遺民」的不滿，但仍然說出「新恩雖厚，舊義難忘」

的字句，這都顯示作者心中依舊無法與奉侍近六十載的大清徹底恩斷義

絕。對於「始政」時期，想利用作者掌控臺灣的日本政府來說，如何令

其摒除該想法顯然是重要的，這點可由李春生赴日期間的一些安排看

出，日方如何透過這些行為達成其企圖。 

首先，根據下文摘錄自〈東遊〉的記述，李春生赴日時的儀容應是

著「清國妝」，帶「辮」前往，是以一路上常受到戲弄。 

其間有一種村童，頑梗殊甚，棄視清國妝者，視如仇讎，凡予等

車輛所過，見者僉詛謂「唱唱保」，譯即「猪尾奴」也。……至

於喪師辱國，割地求和，而累數百兆生民，共玷「唱唱保」之臭

名，……不亦哀哉。49  

下列儘管日方對於上述現象已派遣警力管制，但這並未使一行人從

                                                 
47  或許有人認為，若都是利用人情因素使李春生認同新政權，何以不將「營造優良風氣與秩

序」與「民生與軍事建設展演」也歸入施恩的部分。對此，本文認為這兩個部份的呈現雖

都涉及「同情」原則，但其終極目的仍是為震攝李春生，使其敬畏新政府。由這點來看，

這兩個部分與拉攏為目的的施恩有根本上的不同，不應歸入同一範疇。 
48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文人的國家認同變遷，以及反映在作品上的探討與文學行動，可參考黃

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4 期，

頁 222-246。 
49  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收入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第 65 輯，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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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免禍，這可由「頻遭」一詞得證。本文認為若相較於其他部份的積極

款待，在這點上日本官員和警方的態度應是消極的，這背後應是為迫使

作者做出「斷辮改裝」的決定。 

幸而當時，得爵憲厚愛，未事已先預飭各屬警吏，臨場照護，吾

輩始免投磚擲石之辱。……此次東遊，沿途頻遭無賴輩擲石毀罵

之苦，因是決意斷辨改裝，認為出門方便之計。當晚央館主人，

邀匠定製外國衣服大小各一襲，限三日內備用。50  

須知「剃髮蓄辮」是清領時期男子的一貫裝束，甚至可視為國家認

同的標記，51 但這點對於新政府來說，卻是一種直接挑戰其政權的行

為。因此若能藉由某些手段使李春生等頭人「斷辮」，這對於日後政策

的落實應可起到帶頭作用。照說若日方已派警力維持秩序，則不應再有

頻遭攻擊的情況；若對照日方在其餘接待上的細心與細緻，這方面的保

護明顯消極許多，也不免令人揣想其背後欲達「摧毀李春生的國家認

同」；這點也可由日本政府日後於臺灣多次舉行的「集體斷髮大會」獲

得輔證。52  

除「斷辮」外，日方還安排李春生到淺草的劇場觀賞「日清水陸戰

鬬之戲」，須知作者之所以成為棄地遺民，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由這場戰

役所造成，是以這樣的安排也讓作者掀起對甲午之戰的新愁舊緒。 

閣樓中所演者，悉為日清水陸戰鬬之戲。此等削弱潰敗之恥，予

於日報聆之，其詳且屢。惟是新恩雖厚，舊義難忘。予雖忝為棄

地遺民，自願改裝入籍，然此等慘自傷心之景，在他人興高采烈，

務期爭先快覩，獨予則任慫恿，終是不忍躬親一視。53  

                                                 
50  同上註，頁 5。 
51  「辮子」做為對清朝認同的標記，可由張勛率領的「辮子軍」看出，其得名於 1915 年復辟

事件時，張勛率領的定武軍，因忠於清廷，該部隊皆不剪辮，故俗稱「辮子軍」。 
52  有關「集體斷髮大會」，可詳參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收入瞿海源、

章英華等編，《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上冊）》，頁 69-108。 
53  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收入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第 65 輯，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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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對照日方在其他生活照料百般攏絡的舉止，在這裡卻不知讓作

者避開這類戲碼，甚至還「慫恿」李春生觀看，其居心可議且再次印證

前文提及的企圖：「摧毀李春生的國家認同」。 

2. 營造良好社會風氣與秩序 
除 3.2.1 節討論到對李春生內在民族認同的摧毀外，如何重塑其對

新政權的認同也是此行的目的之一，至少令其臣服大日本的繁盛是重要

的，也是日方另一展現的重點。至於如何使作者對「內地」感到的認同，

這部分可分為柔性和剛性兩方面，前者體現在本節介紹的「優良社會風

氣與秩序」；剛性則表現在外在建設的展演上（參 3.2.3 節）。據〈東

遊〉所述，日方的社會風氣與秩序大致可由下表整理的幾個方面看出： 

表八 日人展現的社會秩序及其傳遞訊息 

日人展示的風氣秩序 傳遞訊息 

1.男女可同室共事 日人工作態度專注，不嬉鬧對待 

2.街市未見乞食、盜賊、逞兇與喧嘩者 

3.市集設攤者理性競爭 

4.法院犯人少 

日人風厚俗美，且社會秩序維持

良好 

如上表整理的事件所示，日方想傳達的訊息是「在日本政府的有效

治理下，人民的工作態度與社會風氣是專注且端正的」。看在李春生的

眼中，若比較清領下的臺灣（可由「少所見者、異風殊俗」等字句瞭解，

作者心中應有另一比較對象，而臺灣是最可能者），自然可感受到相當

積極且正面的印象，這可由作者的記錄獲證： 

天下事，少所見者，每多所怪。日東之俗，與歐西無異，雖女子

與男人相聚一所，執役為活，觀其操持擲守，莫不貞誠恬靜。雖

無時不同室授受，而其往來交接，不論或男或女，端肅誠慤，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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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守身自持，幾莫知其有曖昧之當避也。54  

排攤設肆之賣水果、售稚椇者，羅列道左。種種異風殊俗，尤絕

無鼠牙雀角、征競打架之醜態。55  

予於是役，頗為留神細察，核計通院，諸獄所監案犯，不過十數

餘輩，……吁！東京之大，縱橫各二十餘裏，微但五方雜處，中

外畢集，多至百數十萬，事繁口雜，概可想見；乃於牢獄之間，

區區見此十數輩之囚犯，則其平日之風厚俗美，不卜可知矣！56  

夜飯無聊，靜思廣島到京以來，行將一月，所經之地未嘗見一窮

兒丐子，托缽沿門求乞叫化，亦未嘗見一身瘦骨立，衣裳襤褸，

負閑遊行。……最奇者，盜賊強梁之習，幾乎絕無僅有，……。57  

途次但見士女如雲，遊人若蟻，車馬馳驟，輪音響應，而肩挑背

負者，則又各直其操，道上絕無哄鬧喧嘩之聲。吁！亦一奇俗也。

58  

日人風俗之美當然無有多怪，然而，李春生所見是否也出自日方刻

意安排，或許可由作者和教友的對談中看出一二，這也呼應了上文日方

刻意想傳達的訊息：「日人較清政府懂得治理百姓」。 

子為新來者，未嘗深閱歷，無怪乎其有所不知也。余等羈旅此間，

歷十餘載，前此之為盜所窘者，疊遭飛簷走壁之苦。雖頻請派役

巡捕，奈彼賊徒，終是潛伏窺伺，暗來明去。迨日清釁起，此等

凶徒始行銷聲滅跡。其或應募投軍，從征異域。故年來民居藉得

                                                 
54  同上註，頁 37。 
55  同上註，頁 19。 
56  同上註，頁 29-30。 
57  同上註，頁 35-36。 
58  同上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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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枕。59  

3. 外在建設的展演 
除了上述風俗內在的展現外，有關「現代化民生與軍事建設及國貿

地位的展演」則體現了剛性的手法。根據〈東遊〉的記錄顯示，李春生

在赴日期間，日本政府安排參觀了許多現代化建設，並「悉由粗而精，

無一不逐細指示，開誠相告」，甚至有些地方原屬「非等閒可能擅進者」

也破格開放（例如：橫須賀軍港），下列先整理於表九中： 

表九 日人展演的現代化建設及其傳遞訊息 

類別 景點 傳遞訊息 

製紙場 

織絨局 

通訊機關 

水力電氣局 

棉紗製造廠 

織佈局 

工 
藝 
技 
術 

 

造幣廠 

日人工藝技術精湛先進，可自行 
生產現代化生活品項 

動物園 

博物院 
博 
物 
館 勸工廠 

日人蒐羅許多世界珍奇，突顯國 
際貿易地位與能力 

橫須賀軍港 

洋槍製造局 
軍 
武 

大砲製造廠 

日人除具盛大軍容，也可自行生 
產現代化武器。 

綜參上表的整理，再從參觀了郵便總局及電報局後，當作者「方擬

興詞歸寓」，導覽者卻又「復勉予等續遊電話局」看出日方刻意想傳達

                                                 
59  同上註，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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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政府的治理下日本已擠身現代化國家之林，且具現代化武力及

生產能力，非臺灣或清可比擬」的訊息。 

以上推論也可藉由下列的另一段記錄獲得輔證。以下是李春生等將

由關西返臺前的一段記錄，當時所經路徑多為日本當地的自然風景或文

化建設，但日方卻未多做介紹。若將之與工業建設導覽的積極態度相

比，可看出自然風景並非日方的展示重點，恐怕是因為這些並無助於證

明其統治能力。 

然後相率乘力車，添夫推行，馳往嵐山，……車抵嵐溪。主人復

僱舟，載予遊江，……主人曰：「可矣，此溪之遙，船程兩日，

非今夕所能盡也。」無奈相率而回，舍舟登陸，車行如駛，挨訪

各處名勝，如圓山巖、智恩寺、八阪神社、暨南禪、金閣等寺。

景物雖佳，奈行色匆匆，將是走馬觀珠，一閃而過。60  

（三）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的運用 
從 3.1 節與 3.2 節的整理可知，日方想傳達的目的主要有二： 

1. 施恩方面：拉攏臺灣仕紳領袖，進而影響臺灣政局。 

2. 威攝方面：摧毀臺灣仕紳領袖舊有的國家認同並重新建立新的

認同對象。 

至於過程中使用的手段，本文認為可透過合作原則與禮貌原則的運

用，看出背後的會話含義。首先在傳達「施恩」目的上，日方表現出來

的手段有以下幾種，接著我們將利用合作原則檢視分別這些手段。 

(1) 全程伴遊且高規格接待 

(2) 引介政要家屬 

(3) 引介鉅賈 

首先，在接待人員的安排上破壞了「量」的原則，由於日方目的在

                                                 
60  同上註，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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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攏並利用李春生進一步影響對臺灣的治理」，手段上採用公卿規格

招待以提高作者身份，不突顯其原為商人之流，甚至親自導覽並晉見日

方政要家屬。此處明顯出現了身分上的不對等，且屬於上位者接待下位

者的情況；作者更記到「予於是役深有感焉，非謂小人得意，頓望卑賤，

所謂感者，乃先後見夫人之態度端莊，遇客優渥，恍怫曹大家不過是也。」

61 若推測背後的會話含義，大致可理解為「日方因為相當看重李春生

的到訪，想表現出十足的誠意與之交往。」 

至於何以選擇如此表現方式，本文認為日方應是利用了禮貌原則。

例如 2.1.1 節提到破例以公卿資格參觀後樂園，又或是由官員內眷親自

招待等手段，其用意都在減少雙方身分上的歧異，屬於「一致」原則的

體現；此外，日方如此行為除了提高李春生的身分外，這背後所體現的

則是「褒獎」原則。 

不只故意忽略身分上的不對稱，文中也提到水野夫人親自督導的席

宴，更令作者感到「若此次之烹飪，近似家鄉趣味者，亦幾稀矣。」看

得出異地逢知己的喜悅；須知臺日雙方在菜餚上原各有不同喜好，這裡

如此體貼李春生的臺式口味，背後運用的正是「一致」與「同情」原則。 

至於安排李春生與其職業背景相仿的鉅賈見面，強化彼此連結，除

了同樣符合「一致」與「同情」原則外，也可看出日方希望能使彼此在

商業上有所受益，運用了「得體」原則；關於這部分的細節尚會在第四

節中另作詳述。 

由於施恩手段中無法了解日方是否犧牲了任何利益，或是在言談中

貶抑自己以抬高對方，又或是對李春生的不耐。因此本文認為，此間應

不涉及「慷慨」與「謙遜」原則的運用。62  

                                                 
61  「曹大家」即是班昭，因嫁曹世叔，因早寡，屢受召入宮為后妃貴人們的教師，號曰「大

家」而得此稱呼。班昭本身也是東漢史學家班固與班超之妹，著有教導女子做人道理的《女

誡》。故此以曹大家稱樺山夫人應是用以讚其具傳統婦德。 
62  合作原則與禮貌原則最初確實是以實際語言為對象建構而成的，原則中包含「褒獎」與「謙

遜」等皆可透過實際語言找到相應的部分，但不能否認的是，若未見於紀錄的部分實有難

以證明其存在與否之處；相同的，即使是行為語言也是如此，若某 A 發現某 B 在某能力上

或有不如己之處，便盡量避免在這部分做太多表現，以讓對方不至於感到羞赧。前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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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威攝」目的則包含兩方面，手段如 3.2 節所記包含以下幾點： 

(1) 使李春生能放棄對清國的認同 

 A. 路人嘲弄豬尾辮 

 B. 誘使看日清水鬪戲 

(2) 令李春生轉而服膺新政權 

 A. 營造優良風氣與秩序 

 B. 民生與軍事建設展演 

首先看到上述第一項目的中，日方直接展露其對「猪尾辮」以及清

廷國力的羞辱與嘲弄。這裡未在合作原則上產生破壞，自然也不涉及任

何會話含義，但也可看出日方也已不顧慮禮貌原則的遵守了；從文中所

記的「不亦哀哉」與「終是不忍躬親一視」可看出，此舉完全違反了「同

情」與「一致」原則。 

再者，為使李春生在摒棄舊政權之際，能進一步建立對新政權的認

同，日方刻意呈現出日本民風淳厚的部分。但若由稍後李氏與其他教友

的談話可知，這一切並非完全真實，破壞了「質」的原則；背後的會話

含義應是「為了突顯日方完美的形象」，即「日人具備優良治理能力」。 

除此之外，日方還選擇破壞「褒獎」、「謙遜」與「一致」原則，

以積極展演現代化建設來誇耀日本的進步，突顯臺灣與大清國的落後，

並呈現彼此的歧異。其結果也使李春生明白「需調整認同對象且承認日

方確實較優秀」的會話含義，並反映在作者參訪橫須賀時稱日為「吾  帝

國」，並回頭檢討了清國的弊病。 

角田公復指一江間廢艦示予，謂系威海之獻俘者。……愚謂器雖

                                                                                                                      
中，很可能未涉任何實際語言，但彼此卻都了解該行為的意思時，便達成「謙遜原則」的

要求，某程度上也呈現了形同交際符碼的訊息。然而，如同我們無法針對未被記錄的語言

進行分析，當某行為未被記錄時，同樣會遇到類似限制，但這是否應當歸咎於合作原則或

禮貌原無法用以分析行為語言？這或許有值得商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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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較不若人之精，否則何以旅順、威海之所利者，畢竟折而入

於東瀛，是亦差短，人無誠慤果敢之一病。惜不知清國何時黃粱

夢醒，趁早經營，與吾  帝國，合從連橫，以固亞洲大局？63  

從此復至一荒埔，其中排列大砲，多至四十餘尊，每尊皆三十四

墩巨物，概自旅順、威海浮獻遷來者。聞他處尚有中砲四百餘尊，

來路亦如之。……吁！為將者嘗雲：「勝敗兵家之常。」然未有

自處於必敗之地，動輒激人於戰，若日清一役，只爭「明昧」兩

字，乃勝敗顛倒，一至於斯，可勝歎哉！自是興詞歸寓。64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日方選擇同時破壞合作與禮貌原則，本文認為

此舉其實常見於生活之中；誠如第 2.2 節所述，當某人「說大話」時情

況正是這樣，畢竟語言中本就不可能出現吹牛卻又能遵守事實的邏輯，

至於日方在這裡的目的正是在於製造加乘的效果。 

最後須說明的是，何以日本政府在傳達第一項目標時，卻又採取較

激烈的方式？本文認為這也顯示相較於要求李春生認同新政權，日方更

著重先摧毀其舊有國家認同，這也符合邏輯上的先後關係。另由人情來

說，認同常建立在不排斥之上，因此若以不留情面的方式傳達，何以能

達到令李春生對新政權認同的目的。 

從上開討論可看到，日本政府是利用禮貌原則的遵守與破壞等言談

策略，傳達「恩威並施」的目的，手段上十分靈活且目標明確。其中對

李春生個人的部份，為行拉攏目的，主要採取遵守禮貌原則；至於日清

間的國勢比較與認同選擇，則偏向破壞禮貌原則以達威攝效果。 

四、商業往來的手法及言談行為分析 

3.1.2 節曾提到，日方攏絡李春生的另一種方式，便是利用其經商

                                                 
63  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收入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第 65 輯，頁 73。 
64  同上註，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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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引介當地的商界人士，以施予實質的經濟利益。對此，根據〈東

遊〉記載，作者赴日期間除一般的商界宴席外，實際上和李春生來往的

主要有：大谷嘉兵衛、淺野總一郎、星田氏（靜岡茶官）與萩原峰三郎

等人，但結果成敗互見，這部分本文認為同樣可由「言談」角度分析箇

中原委。65 需說明的是，關於萩原峰三郎的身分，雖未見其他文獻有

相關討論，但不同於何宗勳將其歸做漢學紳士，66 本文認為其更接近

通曉漢文的商務人士，背後原因暫待後文討論。關於上述議題，以下將

分兩小節進行討論。 

（一）商業往來的手法 
據〈東遊〉所述，李春生赴日期間除一般商宴外，至少和四個商界

人士私下有過來往，且可由文中對來往過程記錄詳實與否看出，作者對

大谷嘉兵衛與淺野總一郎的印象是相當深刻的。大谷是時身兼「日本茶

業促進委員會」主席，肩負宣傳日本茶政的工作，是以積極想和臺灣的

茶王李春生建立起合作的管道；67 淺野則是著名實業家，商業觸角多

元，同樣想藉助李春生的力量進軍臺灣「糖業」市場。下兩表分別整理

此二人生意手段所傳達的訊息。 

根據下表十所做的整理顯示，身為橫濱茶商領袖的大谷嘉兵衛本身

已擁有完善的中下游加工製作設備、能力，甚至外銷管道（大谷更是日

                                                 
65  本文第三節中雖以論及日方引介商賈一事，但當時僅著重日方政府於該行為的目的，未論

及李春生如何與個別人士的互動，這也是本節將進一步探討的重心。 
66  何宗勳，「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研究」，頁 68-70。 
67  據張宏庸指出「一八九六年（明治廿九年）日本警覺英國在宣傳方面的競爭壓力，在第十

回帝國會議通過製茶販路擴張補助費每年七萬圓，為期七年。由茶業組合中央會議所執行，

成立日本茶業促進委員會（The Japan Tea Promotion Committee），以茶業組合中央會議所

會長大谷嘉兵衛為主席，以便日本在美國俄國的積極茶宣傳。大谷於一九二七年辭去委員

長，終其一生，歷明治、大正二，主掌日本茶政長達三十餘年。……樺山資紀在返國述職

時，與民政長官水野遵帶著台灣大茶商李春生走訪日本茶界。包括靜岡茶官與執掌日本茶

界的大谷嘉兵衛。日方明顯想引進日本企業進軍台茶，李春生應對得宜，不卑不亢說明日

本綠茶與臺灣烏龍茶不同的生產製作文化，日本企業無法置喙，阻斷日本茶界南進之心，

保住傳統台茶命脈，為日治時期守護台茶第一大功臣」，詳參張宏庸，〈臺茶宣傳史〉，

收入國立高雄餐旅學院編，《國立高雄餐旅學院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九十三

學年度中華茶文化教學研討會成果報告書》（高雄：國立高雄餐旅學院，2005）頁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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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貿易協會橫濱支部長、臺灣貿易株式會社社長），同樣藉引介私第與

家屬拉近彼此關係。若對照李春生被稱為「臺省茶葉之父」的地位，68 

大谷整體上傳達了「希望能與李春生合作進軍臺灣茶界」的意圖。 

表十 大谷嘉兵衛的洽商手段及其傳遞訊息 

參訪地點 展示內容與面會者 傳遞訊息 

茶莊 
1.倉屋、樓房、炒焙房、裝配廠 
2.獨門製作方法 

橫濱碼頭 
1.稅關碼頭壹座 
2.鐵路兩條 
3.巨輪鐵艦百數十艘 

淨水場 活水池 

1.中下游加工製作設備齊全 
2.具備實際製茶能力 
3.外銷運輸通路設備齊全 
4.製茶用水乾淨 

大谷私第 大谷家屬 視李為親近友人 

另外，淺野總一郎本身為日本的實業家，並創立淺野水泥公司，從

表十一的整理可知此人的商業觸角相當廣，擁有的事業基礎設備也相當

完備；且同樣利用邀李春生到私宅，令賓客感到「大有客至如歸之勢」。

以上可綜合為「可完全信任與我合作」的寓義，也令他向李春生提出在

臺灣合作經營糖廠的要求時，能獲得對方「慨然應命」的回應。 

表十一 淺野總一郎的洽商手段及其傳遞訊息 

參訪地點 展示內容與交談訊息 傳遞訊息 

（石）灰場 灰窯、石舟、土駁、灰艇、楳船 

棉紗製造廠 棉花倉、軋棉房、員工三千、日需棉

三萬磅 

淺野總一郎的事業基礎雄厚

與其合作（糖廠）不需擔憂 

淺野私第 淺野有：灰場、楳礦、巨輪四艘 視李為親近友人 

                                                 
68  杜聰明於 1963 年 9 月 21 日刊行於《臺灣新聞報》的〈臺省茶葉之父——李春生的生平〉

一文中將李春生稱做臺省茶葉之父；該文刊行日期雖晚於 1896 年，但也反映時人對李春生

的看法。杜聰明，〈臺省茶葉之父——李春生的生平〉，《臺灣新聞報》，1963 年 9 月 21
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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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靜岡縣內務部第五課長星田氏，會見李春生的目的在要求「臺

灣一切茶工需次，可否專用日人服役」，而未見其他互利計劃，即希望

臺灣單方面讓利於日本，傳達「引入日人進軍臺灣茶界」的目的，但直

接遭到作者拒絕。 

最後則是萩原峰三郎，何宗勳根據其「頗通漢學」將之歸做漢學紳

士，69 對此本文認為，若進一步由李春生所述「其人頗通漢學，洋洋

作筆談，言皆臺灣商務」來看，萩原對作者的提問皆在商務方面，和一

般漢紳學儒所關注者不同，反更近通漢學的商紳。此外，萩原雖「言皆

臺灣商務」，但不見進一步的想法，當然也可能是「所求甚奢，殊費條

對」的關係，使主人翁僅能「無奈勉其渡臺躬歷」，但可見李春生對談

話內容不感興趣，而未有詳盡記錄。 

須說明的是，儘管李春生最後基於不同商業考量，未應允大谷的合

作邀請，但後者的商業手段與茶的知識仍令作者讚賞道「可見其博物之

有素也」。若相較李氏對星野與萩原的態度冷淡，大谷某程度也達成企

圖交好的目的。有關上述幾場商業交談的成敗，4.2 節中本文將由合作

原則與禮貌原則提出分析，並詮釋李春生對各家態度不同的可能原因。 

（二）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的運用 
根據 4.1 節的討論與整理可知，日人和李春生在商業上的互動大致

可分兩類：1. 積極想建立合作關係；2. 希望臺灣單方面讓利或提供相

關商業資訊。由於傳達訊息的手段不一，從作者方面獲得的回應態度也

不盡相同，本文認為可用「合作原則」與「禮貌原則」分析背後的策略，

並做進一步詮釋。 

首先看到大谷與淺野的部分，這兩人或受李氏認同，甚或允諾邀約

等善意回應，兩人在手段上共同點如下： 

A. 呈現自身的實力與設備 

                                                 
69  何宗勳，「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研究」，頁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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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參訪私第與引介家屬 

首先看到 A 點的部分，也是最能傳達日人想積極建立商業關係的

目的。若從大谷在日茶界居執牛耳的地位來看，此舉確實可呼應「質」、

「量」與「相關」等原則；但都違反了「謙遜」原則，惟與 3.2.1 節表

示的政治威攝意圖不同，此處是希望能傳達「與我合作能共同獲利」的

會話含義，運用了「得體」原則。但在商言商，此舉畢竟建立在共利的

基礎上，故不涉及「慷慨」原則。 

須注意的是，文中並未見大谷在言語上直接表示合作意圖，破壞了

「方式」原則，其會話含義應是「為了讓彼此留有進退的空間」，且因

不致增加壓力而引起反感，同時也運用了「同情」原則。反之，淺野除

了展示設備外，也提出「幫忙糖廠事務的要求」，直接明白的「方式」

雖較不留餘地，但也更加明白並確立彼此的合意性，符合「一致」原則；

此外，淺野更採用希望李春生給予幫忙（將來之局）的態度，符合「謙

遜」原則，也有助當場獲得允諾，至於「褒獎」原則都未見是否有觸動

的痕跡。 

至於 B 點嚴格說來實與商業行為無關，違反了「相關」原則，70 但

透露會話含義則是「彼此坦誠相見」，如此反能有效消弭原先陌生的距

離，符合「一致原則」；惟因雙方皆屬商賈階級，是以不致出現如同

3.3 節中的上位拉抬下位情況，故也無觸動「褒獎」原則。 

接下來，我們看到星田與荻原的部分。星田雖同樣清楚且直接傳達

「希望對方讓利」的訊息，符合所有合作原則，但只希望臺灣單方面的

讓利給日本，卻完全不提到己方可提供的回饋。此舉無法讓人感到互利

的誠意，同時破壞「得體」、「慷慨」與「同情」原則，造成洽談失敗。 

                                                 
70  或許有人會問：日方官員引介家屬的行為是否也違反「相關」原則？對此，本文認為不然，

理由如下。不同於商業行為本身具有較明確的內涵，即：買賣雙方須了解彼此交易的商品

與能力等，常理上應不涉及當事人以外的家屬；反之，施恩攏絡等行為則較籠統，尤其當

日方若有意製造上位屈就下位的情節時，很難將這類行為摒除於認定範圍之外，故我們傾

向分別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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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萩原雖「言皆商務」符合「質」與「相關」原則，但「所求甚

奢，殊費條對」違反了「量」原則；此外，又未見其提出任何合作的可

能或終極意圖，破壞「方式」原則，這類只想獲得相關資訊的行為，也

不免讓人推想「占人便宜」的會話含義。進一步來看，萩原並非基於禮

貌原則的遵守而如此為之，反而又再破壞了「得體」、「慷慨」與「同

情」原則，故終致彼此往來失利。 

最後看到李春生面對星田和萩原的回應，「合作原則」上雖未明確

拒絕而違反「方式」原則，推想這寓含「不想正面拒絕」的會話含義；

同時也運用禮貌原則的遵守與適度破壞以堅守立場，例如言及茶工屬

「賤役」（符合「謙遜」原則），但也強調其專業與特殊性，外人無法

隨便「承乏斯職」（破壞「謙遜」原則），表現的「不亢不卑」。71 又

或面對萩原的「所求甚奢，殊費調對」，卻仍保持耐心請對方「渡臺躬

歷」，而非直接宣告破局，維持了「同情」原則。 

從上討論可看到，文中幾場商業交談順利與否的關鍵，主要來自能

否提供彼此互利的願景；這點並非謹遵守合作原則便可解釋，背後仍須

禮貌原則的搭配。畢竟在商言商，如無法獲利，實難有合作的空間與利

基。 

五、李春生回應媒體的方式與言談行為分析 

根據〈東遊〉的記錄，李春生赴日期間至少有五次媒體受訪經驗，

由於這部分在文中多著墨於作者的回應，且可藉之看出其對外性格，是

以本節重點將放在這部份。由第三節的討論可知，日方在李春生本次赴

日一事十分看重，各細節皆經過安排，因此對於大眾傳媒的運用應不致

漏失這次的宣傳機會，記者所提的問題也應非隨機發問，而李氏的回應

也經過深思熟慮。如面對《讀賣新聞》關於宗教問難，李春生「竊訝其

                                                 
71  此處雖同時破壞與符合謙遜原則，但實為同一段話的不同部份，本身並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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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為善說詞者。惟是既屬探本談道，則絲毫不容咿唔苟且」。後文 5.1

節先整理各家媒體提問的目的，以及李春生的回應；5.2 節另分析後者

的言談策略。 

（一）媒體提問目的及李春生的回應 
據本文統計，李春生在赴日期間至少有五次受訪經驗，分別是：1. 

美國新聞記者禮密臣；2. 《日日新聞》與《國民新聞》主稿；3. 《讀

賣新聞》記者；4. 《國民新報》主人；5. 《大阪新聞》記者，其中第

2 與第 4 位或僅就臺灣時事與治安的處理提問，又或未留下紀錄。下列

則針對作者和其餘三人間的對談進行整理。事實上這些記者的問題背後

都帶有不同的目的，先整理於下表十二中： 

表十二 媒體提問摘要及其目的 

單位／人員 內容摘要 提問目的 

禮密臣 比較日/清/臺的景觀優劣 藉以窺探被殖民者本身的看法 

讀賣新聞 
比較「儒/基督/釋/回/道」

的異同與個人看法 
1. 藉以瞭解李春生對該議題的看法 
2. 趁機探查李春生的知識底蘊 

大阪新聞 總結東遊的見聞與體驗 對日方安排李春生赴日的成果驗收 

美國新聞記者禮密臣和李春生曾於和平佔領臺北城市件中保民有

功，後更成為美國首任駐淡水領事的《紐約前鋒論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記者，72 故一同受邀赴日，同時也可近身觀察作者。

是時國際間殖民主義正熾，做為最新被殖民的臺灣，有機會深處事件中

心的記者，明藉景物詢問，暗探李春生（被殖民者）在易幟後的看法也

是不無可能的。李春生的回答也相當小心，先引「登泰山小天下」帶出

中國景色的雄壯，再利用「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不是雲」的比喻

暗傳達「中國（清）不若外界想像的一無是處」的訊息；再明褒日本景

                                                 
72  關於禮密臣與李春生的交往，可詳參陳俊宏，〈李春生與禮密臣的一段軼事——一八九五

年日軍和平占領臺北城事件的發微〉，《臺北文獻》第 122 期（1997 年 12 月），頁 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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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美，兩不得罪。 

鄙人生自卑賤，既無閱歷，又乏登臨，微但不知東山在魯，太山

可喻天下，若夫所謂巫山比雲，滄海較水，……僕雖自有生以來，

身未越國門，然於中外圖書報紙，購閱頗詳，其間所記日東佳境，

心雖信有其事，然終缺憾，未親一覩。今者設深此地，又疑為黃

粱夢境，或誤入桃源。73  

再觀《讀賣新聞》記者的宗教問難，須知日本除傳統的神道教與外

來的佛教外，德川幕府的禁教令曾社會對基督教等西方宗教造成一定程

度的隔閡。李春生於 1896 年的東遊離 1873 年（明治 6 年）的解禁上僅

20 年出頭，相信一般日人對於基督教的認識應還不深，尚不及很早便

傳自中國的儒學和佛教等，因此當來自中國（是時臺灣剛脫離清領不久）

且長期致力於基督教推廣的李春生赴日時，這方面的問難便顯得有其理

據。 

先是以孔子與耶穌二教異同問難，繼而連及釋氏，亦混謂勸人為

善之同宗者，意謂道之歸根，如趨山之巔，教之差異，由徑之四

通八達，莫論孔子、耶穌、釋氏、回回，雖任所傳互異，猶行路

者，不拘東西南北，狂趨亂竄，教殊理同，終是咸造乎其極。74  

另者，李春生也是臺灣當時相關方面的重要思想家，從 1870 年代

便開始有著作出現，日方也已熟知，可由中西牛郎稱其為「泰東哲學家」

獲證。李明輝也指出李春生對基督、儒、釋、道的態度有別，75 對前

兩者企圖融合觀之，但對釋、道完全否定。因此面對記者頗有挑戰意味

的問題，李春生罕見的強烈捍衛也呈現其立場之堅定。 

                                                 
73  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收入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第 65 輯，頁頁 9。 
74  同上註，頁 12-13。 
75  另參李明輝，〈李春生《東西哲衡》及《哲衡續篇》中的哲學思想〉，收入《李春生的思

想與年代》（臺北：正中書局，1995），頁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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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奈從簡答以耶穌傳者，為帝天大道；孔子教者，為人情物理；

若夫釋道、回回，皆為異端邪說。相挈比較，其是非邪正，相去

更有天淵之別，……若謂徑有四通八達，人可以隨意而趨，又何

至世事顛倒，常有半途而廢，造極不果之遺憾哉。76  

最後當李春生回程前日，「突大阪新聞記者冒夜來訪」，並希望作

者能為本次東遊所感所見做一次總結，若對照第三節所述日方一直以來

的安排與規劃，便不難看出日方想透過該記者瞭解本次「宣傳」成果的

用心。李春生也應瞭解這層用心，是以初始僅回覆「無疵可指」，不願

表露真意，惟等對方「怪甚」後，方「不得已」作答。這兩階段的回應

除可看出李春生的謹慎外，也是擔心所答內容因褒貶互見而致無法刊

登。 

答以大局所關者，純善臻美，出於傳聞意料。所不解者，獨起居

飲食，差短五辛調劑，與夫男女交際事客盆浴者，過於天真爛漫。

苟能勉勵變通斯二者，庶乎可謂服化之全者。客唯唯，臨行，予

試以否敢依是刊報，記者曰：是何傷耶？77  

（二）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的運用 
李春生在〈東遊〉中的個人實際談話，大多都出現在回覆和傳媒的

提問，本文認為或可藉由合作原則與禮貌原則的選用與破壞，一窺李春

生對外的性格與處世原則。 

首先就合作原則來看，李春生在回應記者的過程中，都給予了適當

且相關的訊息，泰半遵守多數原則，違反之處僅兩項： 

一是回答禮密臣時，先引「登泰山而小天下」暗指中國景色壯麗，

再以「巫山比雲，滄海較水」暗貶日方而未直接告知，違反「方式」原

則；另在回答《大阪新聞》之初，李氏不願正面說明己見，僅表示「無

                                                 
76  李春生，〈東遊六十四日隨筆〉，收入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第 65 輯，頁 13。 
77  同上註，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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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可指」，對照其後所言顯非為真，違反了「質」的原則。對於以上違

反合作原則之處，背後的會話含義可綜合理解為「我心中仍向著中華文

化，但我不願跟你直述。」 

對此，本文認為應可由禮貌原則加以補述。就第一例來說，深究李

氏所言，或為民族尊嚴頗有揚中抑日的意味，這部分違反了「褒獎」和

「謙遜」原則，但在方式上的隱誨則是運用「同情」原則顧全日方顏面；

惟隨後仍明白盛讚日本如桃源仙境，修補了「褒獎」原則。至於「得體」、

「慷慨」與「一致」等原則，或因未論及利益行為，又或無意於拉近彼

此差異，因而未見運作。 

至於回覆《大阪新聞》的部分，李氏除了初始不願直接面對問題外，

後來正面回應的內容則褒貶互見，先是稱讚日方的民風「純善臻美」，

運用了「褒獎」與「同情」原則；惟稍後表達了他對中日於飲食與男女

交際方式互異的不認同，雖破壞了「褒獎」和「一致」原則，但背後則

是為了誠懇回應作者的請求，而非刻意傳達反感的意思，故本文認為這

部分應不違反「同情」原則。 

最後看到李春生與《讀賣新聞》記者的問難，由於對方直接挑戰作

者的宗教信仰，是以不同於過往的謙和，李氏選擇強烈捍衛主張以表示

不認同對方看法；這部分雖同時破壞「一致」與「同情」原則，但也可

看出其在個人立場上的堅定，並非唯唯諾諾之徒。 

從上述李春生交互運用不同原則的言談策略可看出，其面對殖民國

的態度進退得宜，且不失個人立場與民族尊嚴，態度上不亢不卑，因此

也不涉及「謙遜」原則。此外以上過程中都未發現任何利益交換上的承

諾，故不涉及「得體」與「慷慨」原則。 

六、李春生的演講策略及言談行為分析 

如 1.2 節所述，李春生於赴日期間共有三次受邀上臺發表演說的機

會，分別在：麻布區東鳥居阪町基督會教堂、大阪教會講堂以及「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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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親會社始會式」。下列將分兩小節，探討作者演講的內容以及言談策

略；本文認為可藉此一窺作者在分別不同親疏關係時，也呈現了不同的

態度。 

（一）演講內容要點整理與比較 
根據文中記錄，李春生雖各於東京和大阪的教會做過演講，但於後

者僅言及「與前此各堂命意無異」而無實質內容，是以下表十三僅整理

作者在東鳥居阪町基督會教堂，以及商界懇親會社社始會式的演說重

點： 

表十三 李春生於各地演講內容要點 

地點 內容要點 

教會 
1.感謝本次赴日受到的熱情招待 
2.實論個人對日/清所持不同宗教態度的觀點 

懇親會社 
1.感謝本次赴日受到的熱情招待 
2.論及共同發展臺北的商場祝詞 

如表中所示，除開頭簡短的禮貌性寒暄外，作者獲邀對教友演說時

應早有發言的準備，心態上是「予喜極，如命……對眾侃言曰……」；

反觀在懇親會社卻選擇謹慎低調，因此才有「予愕然莫知所措，無奈勉

從……」的想法。反映在內容上，作者在面對教友的態度相當真誠坦率，

甚至直言其個人所持觀點；相較於另一場合雖刻意營造關係，但未表露

任何評論，僅採一般祝辭，也可看出此間親疏程度的差異。 

目下臺灣割地，占領成交，又蒙樺山公錯愛，得以驥附東遊，藉

覩諸兄姐尊顏，恍然如親聖使，……試觀日清之戰，勝敗之分，

事在目前。有心主道者，當洗心引鑑，毋曰智慮機謀，能自為儌

倖也。蓋日本地卑國小，人寡財促，此天下所共知者；惟差強在

政寬俗厚，任民敬信耶穌，昭事上帝。若清國者，地大物阜，民

繁財富，勝於東洋十倍，亦天下所共見者；差短在政殘民頑，肆



．東海中文學報． 

 

 ．108．

皇天于弗尚，君民一心，驅逐聖教，此所以敗也。78 （教會） 

日清戰後，自分永為棄地遺氓，何幸仰蒙樺山爵帥，暨水野、角

田諸公，並時賞識，薦敘勳章。嗣荷提挈東遊，復承京中紳貴，

繾綣優渥，延接維慇，視同兄弟，罔分畛域。景遇貴會落成有慶，

儌倖得以插身瞻仰。但惜旅人無所為贈，惟撰此俚言獻頌，所願

是會之設，年勝一年，拾數年後，行將輪建臺北，豈不莊哉！79 （懇

親會社） 

綜合來看，作者在教會的演講內容，雖出於個人信仰將國勢強弱歸

因於宗教，但也不吝發表個人對中日間的評論。相較於性質上較具政治

意涵的懇親會社，李氏選擇隱藏自身看法，反刻意營造關係，強化未來

合作可能。本文認為以上操作應是經過思慮後的策略運用，這部分將於

6.2 節做進一步分析。 

（二）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的運用 
根據 6.1 節所述，李春生的演講內容會依不同對象而異，並可由此

看出彼此關係的親疏遠近。 

首先看到李氏在教會的演講內容，無論是開頭的寒暄之詞，或稍後

的表述自身觀點，此間皆無違反合作原則，也正因對己見無保留的抒

發，作者在教會的發言就客觀國土面積、人力與財力上點出中國遠勝日

本的情形，同時破壞「褒獎」、「謙遜」、「一致」與「同情」原則，

其目的在於導出兩國因宗教政策不同，導致日在現今國力遠勝過清的看

法。 

須說明的是，本文認為作者雖未遵守禮貌原則，如此在人際交往上

看似相當不敬；然而，若進一步細想，李春生之所以如此，不正展現出

其視教友如親的體現，是以不願敷衍而說出違心之論的考量。 

                                                 
78  同上註，頁 42。 
79  同上註，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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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證據在於，若李氏是出於惡意而破壞禮貌原則的話，其理應從

頭至尾皆如此行之；然而，從文中所記可知，在基本人情上仍可見李氏

使用的寒暄之詞，皆將本次赴日歸功於日方政要招待，並以「親覩尊顏」

與「瞻仰」等詞傳達「褒獎」對方的功能。以上言談手法目的應是基於

拉近彼此距離的「同情」原則，但因不涉及任何承諾或意見的相左，因

此未觸動其他原則。 

綜觀文中幾次的訊息交換過程，李春生一般不輕易表明己身立場與

觀點，顯示其對外選擇採取謹慎的應對方式；但面對具相同信仰的教友

時，作者則較能一紓己見，顯示李氏應是將教友視為較親近夥伴關係。 

反觀在商業懇親會社的談話，又或一般性的商場祝詞，作者先言「錯

愛」，並自比「棄地遺氓」，且謙稱演講內容屬「俚言」以「獻頌」給

「貴會」，同時採用了「謙遜」與「褒獎」原則。此外內容中也提及日

方政要對其「視同兄弟，罔分畛域」，並賀道「所願是會之設，年勝一

年，拾數年後，行將輪建臺北，豈不莊哉！」，採用了「一致」與「同

情」原則以拉近彼此距離。 

至於合作原則在這部分的運用，或許有人認為由「予愕然莫知所

措，無奈勉從……」來看，李氏於懇親會社的談話顯得言不由衷，破壞

了「質」的原則；但本文認為這句話也可理解原無演講打算，惟因盛情

難卻而勉從，並不代表作者所言便是虛假，如此推理恐需更多證據。 

綜合以上來說，由於李春生長期接觸並誠心信奉基督教，加上教友

間較不涉政治算計，是以態度較在懇親會社上親近，較能暢所欲言，毋

須太過拘泥。類似的例子也可李氏從教友口中得知日方政府想隱瞞的實

際民情（參 3.2.2 節），這些不易由政治性與公開性較高的懇親會社看

到，卻也能窺知此間較能坦率相見。 

七、結語 

本文以日治時期大稻埕富商李春生所著的〈東遊〉為對象，透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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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原則與禮貌原則探索作者赴日期間和日方各界人士的互動情形。在日

方安排下，這段時間和李春生往來的人士超過一百人，其中獲作者具體

描述者依身分不同可分成四類：1. 日方政治人物；2. 商業相關人士；

3. 媒體記者；4. 演講對象（含教會與懇親會社）。由於各方懷抱的目

的不同，透過互動行為和語言使用傳達的訊息也各異，然而這部份是過

去罕為諸家學者注意的地方，對此本文皆視為廣義的訊息符碼，並從交

際語用觀點進行探索，試圖援引合作原則與禮貌原則提供一套詮釋性框

架，並依此作為日後分析其他文本的實驗性基礎。 

分析結果顯示，當日方政要為拉攏李春生為其政策宣傳時，其所取

手段雖破壞「量」的原則，進而選擇遵守禮貌原則，並集中於「褒獎」、

「一致」與「同情」原則的運用，利用抬高對方身分使之感受到尊重。

相反地，若為威攝以使李春生臣服新政府統治時，日方除不惜破壞「質」

原則外，也破壞了「褒獎」、「謙遜」、與「一致」原則，目的在於加

乘「抑中揚日」的效果，整體而言可以「恩威並施」為基本施用準則。 

至於商業的來往最重要便是尋找出可互利互益的平等互惠模式，並

適時呈現自身的能力及拉近關係以取得對方信任；對此大谷和淺野基於

不同目的靈活運用「方式」與「謙遜」原則，再輔以「得體」、「同情」

與「一致」等原則的配合，除兼顧彼此進退空間外，也以實際的行為而

非空話傳達合作的誠意。反觀靜岡茶官星田氏與商紳萩原氏或一味要求

對方讓利，又不見其為李春生著想的痕跡；儘管兩人在合作原則上並未

完全違反，但在禮貌原則的反饋上卻也未見其明，因此一正一反間，商

談的成敗得失也立現。 

另在面對媒體記者的提問時，李春生當然知道各問題背後的目的，

因此在回答時除不可妄自菲薄外，也需留心新政府的感受，展現了不卑

不亢的態度。若來者為善之時，作者一面違反「方式」與「質」的原則

避開正面衝突，一面也在「褒獎」和「謙遜」原則上與「同情」原則破

立互用，為彼此保留面子；反之，倘若來者問題挑釁意味濃厚，甚至挑

戰李春生堅定的宗教觀時，作者也會以直接的方式，且不惜破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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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情」原則進行反擊。 

最後，李春生在日期間也進行了幾場演講，除開場的寒暄為求快速

拉近距離，運用「褒獎」、「謙遜」與「同情」原則外，面對不同聽眾

群進行演講時，也可由演說內容看出其與不同群體間的親疏關係。如對

象是與李春生最契合的教會人士時，作者明白針貶日清局勢，雖先破壞

了「褒獎」、「謙遜」、「一致」與「同情」原則，但也可看出彼此間

坦誠來往的誠意；事實上，李氏也在細部用詞上對前述若干原則進行修

補，可見其應是懷著愛之深，責之切的心態行事。反觀後來在半推半就

下對大阪懇親會社的演說，表面雖遵守了合作與禮貌原則，但也流於一

般場面祝詞而已。 

根據上述分析可看出，人類在傳達不同的訊息與態度時，使用的策

略會依不同需要進行改變，而合作原則與禮貌原則能提供較具體的分析

框架，除有助釐清語言使用背後的手段外，也使人更能理解與掌握語句

（utterance）的會話含義。近代由 Jakobson 所倡從語言學處理文學作品

以來，80 儘管前人（如：梅祖麟與高友工、81 竺家寧、82 周世箴、83 曹

逢甫、84 與張榮興和黃惠華85 等）已取得相當成果，但整體而言仍屬

少數，希望未來能有更多討論支持。 

 

                                                 
80  參見 Roman Jakobson,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in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Paris: Mouton Press, 1956), 55-82. 以及 Roman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350-377. 

81  梅祖麟、高友工著，黃宣範譯，〈分析杜甫的「秋興」——試從語言結構入手作文學批評〉，

《中外文學》第 1 卷第 6 期（1972 年 11 月），頁 8-26。 
82  竺家寧，《語言風格與文學韻律》（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83  周世箴，《語言學與詩歌詮釋》（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3）。 
84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論》（臺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 
85  張榮興、黃惠華，〈心理空間理論與「梁祝十八相送」之隱喻研究〉，《語言暨語言學》

第 6 卷第 4 期（2005 年 10 月），頁 68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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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gmatic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Characters in “A Journal of 

Sixty-four Days Trip to the East”: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Polite Principle 

Su, Chian-Tang *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communicative pragmatic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 Chun-Sheng（李春生）, the author, and the 
people he met in Japan in the novel “A Journal of Sixty-four Days Trip to 
the East”（東遊六十四日隨筆）. In this paper, interpersonal reactions are 
regarded as a kind of language performance in human behavior. It is found 
that people would use several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based on different goals. These acts will be analyzed with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Grice 1975） and polite principle（Leech 1983）. 
Several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are found by examining Li 
Chun-Sheng’s interactions with politicians, businessmen, reporters and 
other Christians, respectively. 

 
Keywords: Communicative pragmatics, Li Chun-Sheng, “A Journal of 

Sixty-four Days Trip to the East”, cooperative principle, polite 

principle 
                                                 
*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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