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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哈佛社會學到走進日本家庭

加藤： 您在哈佛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後，於 1958年第一次

前往日本，並在當地逗留了兩年。您能否說一下，當時

作為年輕、新銳的學者，是什麼原因選擇到日本呢？

傅高義： 哈佛當時有一個學院叫 Social Relations（社會關係）。這

個學院由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社會人類學組成，算是

一個比較特別的學院。當時由社會學系的教授塔爾科特‧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負責領導及管理我們整個學院，

他是一名社會學家，也是當年在美國研究馬克斯‧韋

伯（Max Weber）最好的學者，甚至可以說是韋伯的接班

人。我修讀的課程由心理學學者及社會學學者所教授，

當中包括帕森斯全面闡述社會學的課堂。

 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美國家庭和精神病患者之間的關

係。進行研究時，有一位教授認為我並不了解外國的情

況，他主張要真正了解自己的社會，必先了解外國社

會，因此建議我到海外進行相關訪問。我的妻子也同

意。而另一位教授認為歐洲和美國社會很相似，認為我

應該選擇不同的城市作研究，但非洲、印度等國家在當

時相對較落後，難以用作比較。因此我最終選擇了比較

先進和現代化，但文化與美國較不同的國家，日本。

 我出發前對日本並沒有什麼興趣，更談不上喜歡，到了

日本以後，才慢慢對當地產生了感情。我知道有些美國

人是因為喜歡日本文化才研究日本的，我卻不是。1958

年，我取得獎學金前往日本，主要研究及比較日本和

美國的家庭與精神病患者之間的關係。我在日本的第一

年學習日語，第二年進行調查研究。學習一個國家的語

言，了解一個社會的文化是需要時間的，即使我學了一

年日語，程度還是勉勉強強。我的研究方法是走進日本

社會，甚至探訪當地家庭。我當時住在東京的郊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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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縣的市川（Ichikawa）。我每個星期會訪問六個家庭，陪

同的妻子負責訪問母親，而我則負責訪問父親還有他們的

孩子。我就是透過走訪日本家庭，以訪問的方式來展開我

的調查研究。今年正好與我的調查研究相隔了 60 年，我

與當時訪問認識的孩子們，現在還是好朋友，至於他們的

父母，只有一個家庭的母親還在世，我的孩子現在還有跟

她聯繫。

加藤： 1958年也是我母親在靜岡縣的熱海（Atami）出生的一年，

那年您正好去了日本，所以聽到您剛才的描述，我也分外

感慨，畢竟那是母親出生的年份和熟悉的地方。

 您後來基本上每年都會到訪日本，了解當地的社會。這 60

年來，以您當時居住的市川為例，您認為日本社會在各方

面，以及日本人對於生活的要求等有沒有明顯的變化？在

我們日本人看來，市川所在的千葉縣位於東京的旁邊，算

是比較發達的地方。我 1984年在靜岡縣的熱海出生，在山

梨縣的甲府上了初中和高中，這兩個地方都不算發達，尤

其是山梨縣作為一個內陸縣（靜岡面積較大，加上沿海，

相當於中國一個省，靜岡縣和浙江省是姐妹省縣，還是比

較「門當戶對」的。靜岡在經濟、社會、教育、體育等各

方面均比山梨縣先進不少）。這些年來我也經常回東京，

但我不覺得日本社會有什麼明顯的變化。

傅高義： 日本還是有很多變化的，我在 1958至 1960年期間留在日

本，當時社會還沒有從二戰中完全恢復過來，很多地方遭

到破壞，生活艱苦。我所在的市川是較完整的地方。我當

時用「工薪族」（Salary man）這個概念寫過一本關於日本

新中產階級的書，您應該明白我想帶出的想法。

加藤： 您在書中有對日本中產階級描述和分析，包括夫妻關係、

孩子在家中的角色等話題。其實日本直至現在仍是那樣，

沒什麼變化。這本 50 多年前的書今天被翻譯成中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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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至中國。我曾跟一些中國讀者交流讀後感，他們亦說這

本書很有啟發，當年的日本是個很好的借鏡，讓中國人理

解今天的中產階級。

傅高義： 一直以來，日本的社會體制沒有太大改變，但國民的生活

水平有了顯著的改善，比如很多受訪家庭原來是沒有電視

的，買一台電視要視乎他們那年獎金的多寡；他們的廚房

也沒有冰箱，要使用冰塊來冷凍；他們的房子腳下就是

土，沒有電，也沒有暖器，用的是 Kotatsu（筆者註：中文

應該叫「被爐」，放在榻榻米上用以取暖的冬天用傢俱）。

人們在生活中的消費也格外仔細，都很節儉，孩子在那時

讀書也是一個負擔，反正大家都是勉強在過日子。不過這

種情況現今已經不怎麼存在了，現在的日本人可以過上比

較舒適的生活。簡單而言，日本不論在社會結構還是思想

方面都沒有太大改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這些年來

的最大變化。

 另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當年那些為了孩子考試

費盡心神的母親們。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母親和當年的

日本母親是很像的。近年來，中國人漸漸富起來，因此會

考慮讓孩子就讀較好的學校，願意為孩子的教育花費更

多。

加藤： 我完全同意您的比較，雖然我不知道 20世紀 50年代到 60

年代，日本的母親與孩子之間是怎麼建立關係的。現在回

想，我也幾乎沒問過母親，姥姥當年是怎樣照顧和教育她

的。我母親有一個比她大五歲左右的哥哥，她的爸爸就是

我姥爺，是一名消防員，一家的生活比較穩定。不過他們

住在伊豆半島的東北口—熱海，一個不太發達的地方，

所以相比起其他地方，他們的生活還是相較困難的。但他

們為了給孩子一個相對體面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姥爺和姥

姥都拼命工作，雖然沒有太多時間照顧兩個孩子，但母親

和她哥哥都能讀到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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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來日本有一個詞彙或概念叫「教育媽媽」，指那種

近乎瘋狂，極端重視孩子教育的母親，她們會很嚴厲監督

孩子的教育，如上學、參加補習班等。我看今天的中國社

會也有數不清的「教育媽媽」。

傅高義： 不過，日本社會應該也有了變化，父母對待孩子的教育不

如從前緊張，給予孩子的壓力也少了很多。

加藤： 應該是的。我在學期間有一個很盛行的概念叫 Yutor i -

Kyoiku，中文可以譯作「寬鬆教育」，由政府調整課程安

排，使課程編排不會那麼緊張，並鼓勵學生在週末作適當

休息，不要有過多的補習等。

 我讀的小學是公立學校，中學是私立學校，週一到週五整

天上課，週六只上半天（上午）的課，而週日休息，除非

週末有模擬考試等。如有模擬考試，週六和週日的時間都

會被佔滿，無法休息。我記得中學時，尤其是高二到高三

期間，學校經常在週末安排考試，每個月有一半的時間是

沒有週末的。但即使如此，比起我父母的年代，我這一代

的教育已經相較寬鬆。

 我曾在中國的中學（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過日語，

我覺得中國學生的學習壓力很大，特別是我訪問、調研接

觸過的外地孩子。迄今為止，中國每年約有一千萬的學生

參加高考，競爭相當激烈，比當年的日本更激烈，您認為

呢？

傅高義： 應該是，但當年的日本社會也很緊張，至少在我看來是這

樣的。我當時訪問日本家庭，父母的情緒和狀態很大程度

上取決於孩子的考試成績，如果孩子的成績很好，父母就

會很高興，但如果孩子的考試成績不理想，父母的情緒就

會很低落；他們的表情明顯反映出孩子的考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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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加藤： 您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麼？是成為一位學者嗎？

傅高義： 因為我小時候曾學鋼琴，所以大家覺得我將來可能會成為

鋼琴家，不過我上初中一、二年級時對父母說，我不想當

鋼琴家，將來想從事社會福利方面的工作。我父母是從歐

洲移民到美國的人，當時美國很歡迎他們，所以他們對美

國抱有謝意；他們的經歷和感受令我更想透過從事社會福

利工作以報答社會。因此，我在大學修讀了社會學，為的

就是實現我的目標，做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讀大學時，老師覺得我是一個值得栽培的學生，而我在學

習的過程中，也漸漸把目標從社會福利工作者轉向社會

學家。畢業以後，父親認為我應該早點念研究生，於是

我上了家鄉一所規模較小的大學，叫博林格林州立大學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是俄亥俄州一所州立大

學。我在這所大學讀了一年的社會學，同時也從事教書工

作。當時的老師也建議我先不要去好的大學，應該先在這

裏試試我是否適應教書工作。由於這段經歷跟我的前途關

係不大，所以我甚少公開提及這事。我在這所大學花一年

時間取得社會學的碩士學位，當時我 18歲。 

 那時正值朝鮮戰爭，學生可以在完成學業後去當兵，我畢

業後從 1951 年的 9 月開始當了兩年士兵。在當時的軍隊

裏，有專業背景的人可以做一些與其專業相關的任務，

因為我在大學時亦修讀了心理學，我在當了四個月的普通

士兵後轉到醫院工作，當時軍隊的精神病醫院需要工作人

員。1952年 1月，我去了費城附近有最多精神病患者的一

間醫院工作了一年半。在醫院的前四個月，我負責照看病

人，到了夏天，我在軍隊的醫院修讀了暑期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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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醫院的工作主要是跟剛到醫院的病人進行談話，了解

他們的情況，從而協助精神科醫生。其中有一位我很尊敬

的醫生會給我看書的建議，推動了我在當兵、工作期間仍

保持着學習的狀態。那段時間對我來說也是不錯的經歷。

 我在當兵前已經決定了要繼續修讀社會學。哈佛大學的各

個專業、領域都很有名氣，但 Social Relations（社會關係）

是一種新概念。本來社會學和心理學是分開的，後來，原

本是獨立成科的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以及

臨床心理學一同合併到社會關係學系裏，我就到這個學系

開始修讀博士一年級。

 當時，這個新建立的社會關係學系吸引了全美的優秀學

生，培育了不少人才，其中有四五位同學成為了美國的知

名學者，都是我的朋友，例如 Robert Bella。

 我們的老師來自不同專業，有來自人類學系的，也有主攻

精神病學的醫生。他們有經費可以讓兩三個同學參與調查

研究，我的博士論文就是根據這個研究，一邊學習，一邊

拿研究經費完成的。當時的專案是研究意大利、愛爾蘭、

英格蘭這三個不同背景的家庭，包括有普通孩子的家庭，

也有精神病孩子的家庭。我每個星期訪問一個家庭，每次

一小時，整項研究長達一年多。我的博士論文是根據這個

調查研究完成的，現在回想起來，我通過了解人的心理、

文化背景等展開的研究方法，也是在那個時候建立和培養

的，我想那是好的教育方式。

加藤： 這個研究方法後來對您的中國和日本研究也有不少幫助。

傅高義： 對。那份博士論文後來出版成書，我的另外一個同學也參

加了這個項目。我給你看看那本書，一般人都不知道那本

書，送給你吧。

 （傅高義離開沙發到書庫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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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 沒有人知道這兩本書，我的博士論文在 1990年出版，當時

學系挑選了 22篇傑出的博士論文組成一系列 22 册圖書出

版，我的論文是其中之一（筆者註：論文名為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and the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

是我寫的第一本書。論文的內容包括別人做過的研究、案

例分析，例如在愛爾蘭、意大利的家庭裏，孩子為什麼變

成精神病患者，我做了詳細的調查和研究。我不好斷言這

本書得出的結論是否正確，但這本書有助讀者了解家庭。

 我一開始修讀博士學位的時候，有兩位領導社會關係學系

的教授，一位是精神病醫生，另一位是人類學的女教授。

這位女教授重視與不同文化、人之間的來往，因此經常跟

不同的人進行交流。她對我說，要在大學裏教書，應該先

去其他的國家觀察不同的文化和進行調研，這樣才能更客

觀地了解自己的國家。我覺得她有道理，所以後來向系裏

申請去其他國家進行研究。另一位教授叫William Caudill，

他曾研究日本的精神病情況，說可以給我介紹他在日本的

人脈等，於是我認識了土居健郎（Takeo Doi）。我讓你看

看 Caudill的書，但我手裏只有一本。這本書收藏了我寫的

小文章，叫 “A Preliminary View of Family and Mental Health 

in Urban Communist China”，也是跟精神病患者的課題有

關，不過沒有人知道。

 關於 Caudill 教授，我給你說一個有趣的故事。20 世紀

初，日本有一個著名的政治家名為永井柳太郎（Ryutaro 

Nagai, 1881–1944），他的兒子叫永井道雄（Michio Nagai, 

1923–2000），曾是文部大臣（筆者註：相當於中國的教育

部長），也是高等教育問題的專家，1950年左右在美國取

得博士學位。一般來說，日本的大臣是政治家，而不是某

一個領域的專家，只有他既是高等教育的專家學者，也做

了文部大臣，他是一個罕見、特殊的人才。他跟原來的妻

子離了婚，而這位女士後來跟 Caudill教授再婚。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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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Caudill教授的時候，他的妻子就是永井道雄的前妻。

 Caudill 教授後來到日本做一年的訪問調研，結束後回到

哈佛繼續教書。正因為他到日本做過調研，才推薦我以日

本作為研究對象，他和土居健郎做過關於精神病患者的研

究。我當時拿了兩年的獎學金，第一年用以學習日語，第

二年做調研，我的調研課題也承接了我的博士論文。我在

名為長沼（Naganuma）的語言學校學習日語，不過當時也

沒有什麼好的學校。學校周圍的外國學者也不多，大多數

是傳教士，所以我和妻子跟那些傳教士一起學日語。語言

學校在澀谷（Shibuya），而我們住在土居健郎家的旁邊，

是在池尻（Ikejiri）的民宿，離澀谷不遠，車程大概十分鐘

左右。第二年我跟位於千葉縣市川的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

合作，通過他們結識了市川一帶的家庭，我和妻子每一星

期到位於市川郊區的六個普通家庭進行訪問採訪。

加藤： 您手裏拿着的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看起來也

很有意思，您也是這本書的作者之一，是您跟另外一位學

者一起編寫的嗎？它沒有中文譯版，乾脆叫「家庭研究」

吧？

傅高義： 對，就是《家庭研究》。當年我在哈佛參加關於家庭問

題的研究，也就是在那兩位教授的指導下，我跟 Norman 

Bell一同推動了這項工作，他是我在哈佛社會關係學系的

同學，可惜他早逝。那個年代比較流行的做法是編寫一本

書。由於當時在哈佛沒有一本比較全面而且可以作為教材

的於家庭問題的書，於是，我和這位同學深化我們的研究

的角度，一同花了兩三年的時間編寫了這本書，並在 1960

年出版，那一年我 30歲。

 這本書可以說是我最早出版的一本書，除了探討家庭問題

外，也包含了對與經濟、政治和社會之間的研究。這本書

是一本強調系統的研究著作，周圍的朋友也給予較高的評

價，後來也成了哈佛大學有關家庭問題的課程教材。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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