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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社會論的核心、背景、理解和課題 

森正夫* 

摘 要 

1981 年，在名古屋大學舉辦的中國前近代史的學術研討會―「地域社

會的觀點：地域社會與指導者」上，我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再思考提出了一

個新的學術概念─地域社會論。地域社會的觀點，後來被廣泛稱為地域社會

論。地域社會論核心概念在於，相較於階級分析或階級闘争而言，更關注於

中國歴史中最為重要的社會力量，即當地居民之間的統一與合作。 

近年，趙世瑜（北京大學）、施添福（台灣中央研究院）二位先生皆認

為，地域社會論在中國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 

如今，我認為地域社會研究的最重要課題有二：一是怎樣將地域社會的

概念與國家或意識形態結合起来；二是為了把過去與現在連結起来思考，又

應如何使用這一概念。當我們面對生態環境變遷、人口減少、年輕世代歴史

意識淡薄等等現實問題時，我們歷史研究者究竟應怎樣從歴史上所形成的地

域社會之中予以借鑒和展望呢？ 
 

 

 

 

  

                                                 
* 日本名古屋大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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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Community：its concept, background, responses of 

historians, and new questions 

MORI  Masao (Sen Zhengfu)* 

ABSTRACT 

In the symposium of Nagoya University on the Research of Pre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me Perspectives on Local Community ― Local 
Community and its Leaders” in 1981, I proposed a new concept for rethink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 central idea of that is focusing on unity or cooperation 
among local people rather than class analysis or struggle which had been seen a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dynamic in Chinese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some Chinese scholars, Zhao Shiyu (趙世瑜, Beijin Univ.) 
and Shi Tianfu (施添福, Academia Sinica), also made a point that the concept as 
one of the useful theory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At presen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 for the study of local community, 
one is how to connect the concept of local community with State and 
consciousness. Another one is how to use the concept for mak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How should we, the historian, think the actual social 
problem, such as ecological changes, depopulation, declin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mong younger generation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cal community? 
 
 
 
  

                                                 
* Emeritus Professor of Nagoy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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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社會論的核心、背景、理解和課題 

一、前言 

1981 年我跟日本名古屋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的同事們，一起舉辦了有

關中國前近代史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主題為「地域社會的觀點―地域社會與

指導者」。1大約九年後，這個觀點被日本明清史學者岸本美緒稱作「地域社

會論」。2 

二、地域社會概念的核心部分 

地域社會用語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是作為實體概念的地域社會，擁有

一定具體的地理領域；一是作為方法概念的地域社會，是人們生活的基本的

「場」，即廣義上再生産的場。這裏使用的地域社會是後者，即是作為方法

概念的地域社會。 

「雖然包藏階級的矛盾、差異，但是面對廣義再生産的共同現實課題的

各個人，在共同社會秩序下，由共同指導者（或指導集團）的指導所統合的

地域「場」（場所），我們稱為地域社會。」換言之，所謂地域社會，乃包含

意識範疇在內，為固有的社會秩序所貫穿的地域「場」（場所）。在這個「場」

之中，雖然包藏階級的矛盾、差異，但是面對廣義再生産的共同現實課題的

各個人，在共同社會秩序下，由共同指導者（或指導集團）的指導所統合。 

由此可見，地域社會觀點的特徵在於，具有對立、差異的各個人，在另

一方面卻被統一、合作。於其統一、合作的契機中，需注意其同時包含意識

範疇在內，也掌握地域社會的地域「場」。換言之，徹底思考地域「場」的

對立事物統一的契機、結構，此外還包含意識範疇。1981 年我們主張的「地

                                                 
1 森正夫，＜中國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社會視點―中國史研討論會「地域社會的視點―地

域社會與指導者＞（《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83，《史學》28。《森正夫明清史論集》

（東京：汲古書院，2006）第 3 巻。森正夫，＜《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総説＞（森正

夫・野口鉄郎・濱島敦俊・岸本美緒・佐竹靖彦編，《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

古書院，1997）。《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2 岸本美緒，＜モラルエコノミー論と中国社会研究＞（《思想》792 號，1990 年），之後收

入在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 年）。 



人文研究期刊 第十二期 2014 年 12 月 

30 

域社會」，如上所述，始終是觀點、是方法概念。 

地域社會的觀點―賦予作為方法概念的地域社會特徵的關鍵詞，即是

「場」、「秩序」、「指導者」、「知識道德的作用」。 

三、1980 年代初期日本地域社會概念形成之背景 

當時，筆者對 1945 年以來日本明清史研究，也對自己 1960-70 年代前

半的研究持有如下的看法：第一、分別加以掌握階級間的矛盾和存在與其相

反的社會統合，以及社會統合進行本身的探討，尚未展開；第二、階級矛盾

和社會統合同時成立的「場」之存在和功能，沒有受到充分關注；第三、對

於維持社會統合的社會秩序、秩序意識的關注尚較為薄弱。 

進行上述批判的背景，是 1970 年中期結束經濟高度成長期，進入所謂

穩定成長期而國民的經濟需求告一段落。緊接著日中兩國恢復邦交，日本的

中國、亞洲研究者在緊張關係趨於和緩的 1980 年前後所產生的一股思潮，

即不再將基於歷史唯物論・發展階段論之經濟史作為優先關心的對象，轉而

開始思考涉及人之意識範疇的社會秩序，或秩序意識所發生的作用。 

至於我自己，通過抗租運動的研究，較為關注江南、福建的民衆動向，

1972 年前所展開的研究也主要圍繞佃農的活動，但是 1973 年以後，開始注

意福建抗租運動中土豪的指導性作用，同時也注意到南方的無頼和奴僕，以

及城市民衆多樣且複雜的暴動。從 1970 年代後期到 1980 年代初期，逐步蒐

羅並閱讀中國全土地方志的「風俗」項目，了解明末全國各地之秩序意識的

顯著變化。另外，從這時候起，我還受到明清史研究前輩們的影響，除了地

主階層以外，主要對鄉紳或是處士階層展開了研究。以「地域社會」一詞號

召作為「為了全面掌握廣義再生産的「場」（地方）、人生存的基本「場」（地

方）之方法概念使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四、外國學者對地域社會概念之理解 

關於我的地域社會論，2006 年偶然有兩位外國學者作了介紹。即北京

大學趙世瑜教授在《叙説：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的開頭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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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二十年前，美國柯文（Paul Cohen）教授於其《在中國發現歴史》

一書中，概括 20 世紀 70 年代以来，美國中國史研究以中國為中心取

向的特徵，其中之一便是區域研究。（中略） 

與此同時，日本中國史研究的地域社會研究（中略）展開。1981 年名

古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編了題為《地域社會的視點，地域社

會及其領導層》的報告書，對六十年代以來的經濟史分析立場和階級

分析視點進行反思。（下略）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施添福研究員的〈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

―以臺灣北部内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講稿，4「一、緒論」、「二、新社會

史：人民生活的全部歴史」、「三、區域史：人民生活的空間性」、「四、地域

社會：人民生活的整合性概念」有以下敘述：「直到一九八一年（中略），森

正夫在日本中津川市舉行的中國史專題討論會上，首次從研究方法論的立

場，闡明『地域社會』研究觀點和課題。據森正夫的看法，所謂地域社會，

是人們為了掌握歴史上形成的社會而設定的用語之一。」接著在「六、清代

臺灣北部内山的地域社會：一個整合性研究模式的實踐」中指出：「除了日

文的『地域』和中文的『區域』在語意或概念上相通外，更重要的還是企圖

將人與地、人與人所構成的諸種關係，在區域歴史地理研究上共治一爐，以

掲示歴史上臺灣各區域社會的多様性。」 

如上所見，兩位學者在 21 世紀初期開展自己的區域社會研究之際，對

                                                 
3 趙世瑜，〈叙説：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兼及 12 世紀以來華北社會史研究〉（《小

歴史與大歴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驗》（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

2006）。趙世瑜的文章，除引用森正夫，〈中國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會視點―中國史研討論

會「地域社會的視點―地域社會與指導者〉以外，還參考森正夫編，《舊中國的地域社會

特質》（1990～93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 A 研究成果報告書,1994 年 3 月），

以及（美）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歴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

華書局，2002 年 8 月）。 
4 施添福，＜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台灣北部内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史

學専題講座》，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歴史學系，2006 年 5 月）。施添福的論文，除引用森

正夫，〈中國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會視點―中國史研討論會「地域社會的視點―地域社會

與指導者〉之外，還參考森正夫，〈明清時代江南三角洲的郷鎮志與地域社會―以清代為

中心的考察〉（中華民國史専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印行，200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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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社會」的概念作了介紹和評介。 

五、地域社會概念所面臨的課題 

從最初提出到三十餘年後的今天，中國史研究現在真正迫切解決的課題

是否還停留在上述三個批判之上呢？換句話説，「地域社會觀點」此概念、

方法以及包括上面批判本身在内的提出，今天仍然還有效嗎？ 

對各位讀者來說，筆者是日本人，因此中國史或臺灣史研究於我乃是外

國史研究。這方面，我跟趙世瑜和施添福兩位先生不一様。但是我認為身為

活動於現代世界的人類之一員，有責任對人類的歷史展開探討。從這一角度

來説，以下我將補充提到的兩個問題，都是歴史社會和現代社會的重要課題。 

一、是廈門大學鄭振滿先生曾經指出「在中國區域社會史研究中（中略）

中國歴代大一統的國家政權與意識形態，對地域社會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

影響」。5與此相比較，儘管在我的地域社會論之理論構成中，從邏輯架構上

探討過「國家」的存在及其作用，但並不十分明確。6 

二、地域社會本身在各個歴史時期乃至現代都面臨著形形色色的課題。

例如在中國南方山區地域社會，一般都存在著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相關聯的

森林經營、人類生存環境的維護等異常深刻的課題。
7
再如今天日本的社會，

與 1980 年代不同，遭遇到人口嚴重減少，某些地域社會本身甚至面臨消滅

的危機。8同樣的問題，在世界各國的城市或農村均普遍可見，此外，還有諸

如年青一代的歷史意識逐漸減退等現實性問題。 
 

                                                 
5 鄭振満，〈明清時代的鄉族與國家〉（《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伝統社会》〈緒論〉，

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2009 年 5 月）。 
6 森正夫，〈三十年来郷族研究與地域社會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跨越想像的邉界：族群、

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3 年）。  
7 森正夫，〈地域社會與森林：傳統與現代〉（《人文研究期刊》第 9 期，嘉義：國立嘉義大

學人文藝術術學院，2011 年）。  
8 依據日本東京都豊島區公所 Website，2014 年 5 月 8 日東京都豊島區本身被日本創成會

議認定為“可能消滅的都市”。現在開始以一百位女性志工為中心進行研討會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