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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法》中“和制汉语”词汇的词源分析
魏亚坤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

摘 要
本篇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年翻译的《万国公法》（中文书写）一书为中心，
对该书中出现的法律词汇进行整理，并综合马西尼、何勤华和《近现代新词词源词典》、《汉
语大词典》、《広辞苑》和《大漢和辞典》的研究，对丁韪良在该书中创造的法律词汇进行分
析整理，并得出了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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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製漢語”的相关先行研究梳理
概念探讨
“和製漢語”是日语语言学范畴中的专业术语，
直译为中文就是“日本制造的汉字词”。从词的来
源角度来看，现代日语词汇可分为和语词（“和
語”
）、汉语词（
“漢語”
）、外来语词（
“外来語”
）、
混种语词（
“混種語”
）。
“漢語”原是指从古代汉语传入日语的那部分
词语，但是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中，
也仿照汉语的构词形式创造了很多汉字词，这些词
也属于“漢語”的范畴。因此，在对数目庞大的
“漢語”群体进行内部分类时，区分中国人的造词
（即“中国製漢語”
）和日本人的造词（即“日本製
漢語”或称“和製漢語”
） 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本文在“和製漢語”的概念确定方面，沿用朱
京伟（
）的观点。 重点是幕府末期、明治时
期的日本创造的汉字翻译词，主要是指反映西洋近
代科学概念的译词。
幕末、明治时期“和製漢語”的形成过程
及流入中国
中国与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并且是至今仍
然使用汉字的主要国家。中日之间汉字及汉字文化

的交流，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中国
创造的汉字及汉字文化自秦汉以后长时期、大规模
传播东瀛，使日本在弥生时代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
飞跃。后来，日本人创制的拼音符号——假名，也
从汉字偏旁和草书脱出。至今，日本使用的常用汉
字在两千字以上。
明清之际涌现第一批由耶稣会 传教士用汉文
著译或在中国士人帮助下著译的介绍西学的作品，
被称为“早期汉文西书”，与清末由新教传教士用
汉文著译或在中国士人帮助下著译的介绍西学的
“晚期汉文西书”对应。
古代、中世以来，日本一直师法中国，汉籍和
汉文是研习对象。近世以后，日本逐步转向学习西
方，但中国仍然是其学术的重要供应源，“早期汉
文西书”，与“晚期汉文西书”，被日本人（尤其是
兰学家、洋学家）借鉴、利用。
汉文西书是入华传教士和中国士人联手，以汉
字形态表述的，同处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人接受起来
比较便利。这种对汉译西书依赖的情况，一直延续
到明治初期。而明治维新使日本乘上现代化的高速
列车，其翻译西书，理解、消化西方文化的速度和
能力很快赶上并超过进展迟缓的清朝，日本无需继
续假手汉文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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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人在创制汉字翻译词

年

年的版本。

时利用了一种“宝石盒”效应（表面闪烁着光芒，
不知其内在内容，却能魅惑人心），首先创制出词

在《万国公法》（
）的“点校者前言”中，
点校者法学家何勤华经过研究列出了
个他认为

汇，但意义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确，在渐渐的使用过
程中，意义才被追加，并最终固定下来。
近代开始，中日间文化传播潮流出现了转向。

是丁韪良创造的汉字法律术语。这是一个基础材料。
马西尼（意大利）著 黄河清译（
）
《现
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中

清末民初形成留学东洋热和翻译东书热 时称日本
为“东洋国”、“东国”。在清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推

的“附录 － 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
（以下简
称马西尼），
收录了约
个作者在 世纪中国书

动下，

刊上所发现的新词，笔者在其中找出了

世纪末、

世纪初，数以万计的中国青

个他称

年留学日本，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留学运
动。与此同时，通过译介日译西书以研习西学也成

作是最初出自《万国公法》中的词。
年出版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

为时尚。
由于大量留学生和政治流亡者东渡扶桑，加
之许多日译西书及日本所著新书译为汉文传入中

典》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包括黄河清、沈国威、朱京

国，导致近代日本人创制的译介西学术语的汉字新
词大举涌入中国。

二、《万国公法》 相关文本、
工具书的介绍
关于《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是中国历史上翻译、引进的第一
部西方法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国际法的诞生、发展
乃至中国近代法制史和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万国公法》一书译自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亨利 惠
）于
年出版
顿（
的《国际法原理》（
）
一书，翻译者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于
年冬发行。
《万国公法》对日本也有较大的影响，
年
日本就有开成所翻刻本，此后又经过多次翻刻。此
书在日本被视为国际公法范本。其中的词汇对后来
的日本翻译者、法学界有很大影响。如西周、津田
真道的法律书中都大量借鉴了《万国公法》中的词
汇。
对于本文整理、比较词汇所用文本、词典的
介绍：
本文选用
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万国公法》 版本 （美）惠顿 著，丁韪良译，
何勤华点校 。由于早期版本出版年代久远，保存
下来的书本页因当时印刷水平低下、破烂枯脆、很
难为人所查阅。同时，这些作品一般也都作为馆藏
书，只保存在少数的几个大图书馆，作为一般读者
要查阅出借很困难。因此笔者通过调查，选取了

伟等诸位近现代日中词汇交流史方面的专家、大
世纪中期所出现
家，
考证了一部分 世纪初到
的新词的词源。因此笔者选取了这本词典作为考证
词源的对照工具书。
由于《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的词汇
量不大，很多词查不到，因此笔者又选取了我国最
大的一部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作为词源
考证的对照工具书。
两本日语词典：《広辞苑》和最大规模的
解释汉字、汉字词的词典《大漢和辞典》

三、对马西尼、何勤华的研究的分析
和与日语的比较
笔者根据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附录 》中，整理出最初出自《万国公法》中的词
包括以下
个：“ 半主、 动物、 公法、 公
法之私条、 公师、 公使会、 国法、 过问、
离婚、 民间大会、 民主、 判断、 权、
权利、 全权、 人之权利、 上房、 首领、
特权、 下房、 信凭、 义务、 债欠、
掌物之权、 植物、 主权、 自护、 总会。
”
何勤华在《万国公法——点校者前言》中指出
丁韪良创造的汉字法律术语有 个，包括：“ 邦
国、 法师、 法院、 公师、 管辖、 国会、
国体、 利益、 领事、 赔偿、 权利、 人
民、 司法、 万国公法、 限制、 性法、
选举、 责任、 章程、 争端、
政治、
制宪、 主权、 自治。
”
二者中一致的词包括：“公师、权利、主权”
共 个。
分析马西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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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法》中“和制汉语”词汇的词源分析

个词与《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

代意义上首次使用的有“司法、制宪” 个。

《汉语大词典》的比较示例
马西尼

表

《近现代

的解释

汉语新词 《汉语大词典》 笔者的结论
词源词典》

双音节词，“半”
为前缀，本族新
半主 词（ 世纪创造
的真正新词），名
词。始见于《万

该词已
无

无

无

无

第 册
页 可见“邦国”
“国家。见于《 一词不是
诗 大雅 瞻卯》《万国公法》
晋刘琨《劝进 首创。
表》
”

没有《万国公
无

无

法》中的意义

法官
始见于

无

没有《万国公 该词已不再
法》中的意义 使用（表示
“动产”
）

动物 的影响下，“
”不用“物”

年林鍼《西
法院 海纪游草》。 未注明出处

第

册

页 可见“法院”

“行使审判权 一词不是
的国家机关。见 《万国公法》
于现代作家洪深 首创。
《五奎桥》 第一
幕”

与日语的对比
沿用至今并且可能是
年《万国公法》中
首创的（或者在现代意义上首次使用的）
“公法、离
婚、民主、权、权利、全权、人权（出自“人之权
利”
）、特权、义务、主权、司法、制宪” 个词

而用“产”来翻
译。于是，“
”和“
”就
用日语借词“动
产”和“不动产”
来翻译
（公法）

《汉语大词典》第

或

册
页 “指国
际法，调整各国
之间政治、经济、

（国际法） 双
音节词 偏正结构，

（国际法）的译名。

邦国

中指法
学家、
律师、

偏正结构，意译
词 名词，始见于
《万国公法》。后

名。“万国公法”
是

个词与马西尼、

《近现代 汉语 《汉语大词典》 笔者的结论
新词词源词典》

法师：
《万国
公法》

（动产）双音节词

公法 仿译词，名词。
年，用于《
万国公法》的书

马西尼
的解释

不再使用

国公法》中的短
语“半主之国”。
该词后来被淘汰。

来 可能由于与表
示
的“动
物”相同 在日语

何勤华的

《词源词典》、《大词典》的比较示例

无

军事、文化等各 笔者认为，
种关系、准则的 “公法”一
总称。见于清薛 词应该是
福成《通筹南洋 《万国公法》
各岛添设领事官 中首创的。
保护华民疏》、清
末郑观应《盛世
危言 公法》”

分析何勤华的研究
何勤华指出的
个词汇，除了 个与马西尼
的相同外，其余的
个词与马西尼《现代汉语词
汇的形成——附录 》（以下简称马西尼）和《近
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
（以下简称《词源词典》
）、
《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
）做比较。
在这
个词中，通过与马西尼的《现代汉语
词汇的形成——附录 》和《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
词典》、
《汉语大词典》做比较，发现沿用至今并且
可能是
年《万国公法》中首创的（或者在现

与日语比较，对应的日语词是“公法（こうほう）、
離婚 りこん 、民主 みんしゅ 、権 けん 、権
利（けんり）、全権（ぜんけん）、人権（じんけ
ん）、特権（とっけん）、義務（ぎむ）、主権（しゅ
けん）、司法（しほう）、制憲（せいけん）
”，如果
考虑到这些词在中文中用繁体字表示的话，这些中
文汉字词与日语词可以说是“同形同义词”。
本文在本章第一节提过，《万国公法》对日本
也有较大的影响，因此笔者相信这
个词是借助
《万国公法》传到日本，被日本学界接受，成了日
语中的“和製漢語”词汇，并在后来的留学热潮中
逆输入回中国。而原创就是《万国公法》一书。
为了明确
个日语词的意义和来源，笔者选
取了《広辞苑》和《大漢和辞典》，查阅、比较了
这
个词。关于《広辞苑》和《大漢和辞典》中
的词汇解释的说明：
有的词有多个义项，如“権けん”一词有
“木の名”（树的名字）“はかり”（称、量）等义，
但本章的焦点是法律词汇，故只取与法律意义相关
的义项，其余义项全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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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个词在《広辞苑》和《大漢和辞典》中的意义与语源分析示例

《広辞苑》
公法
国や地方公共団体の組織 権限または公益に関する法の総称。
こうほう 憲法 行政法．刑法 訴訟法 民事 刑事 国際公法はこれに
離婚
りこん
民主
みんしゅ

年

属する無い
夫婦が婚姻を解消すること

（中国では古く、民の主即ち君主の意に用いた）
一国の主権が人民にあること。

（ ）本文省略《大漢和辞典》中的例句。

四、结论
笔者按照“一字词、二字词、三字词、四字
词、五字词及以上”的划分方法对全书的所有词汇
个，二字词
进行了汇集、分类。整理出一字词
个，三字词 个，四字词
个， 五字词及
以上 个。作为研究的基础资料。
笔者通过对以上这些文本、工具书的研究，有
以下 点发现：
笔者通过对《万国公法》的具体研究，证
明了马西尼（
）的“ 世纪末中国政论时文
的特点是：普遍使用双音节词、语言通俗易懂”的
说法。
发现在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附录 》中，他考证“商会”一词最早出自
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见马西尼《现代汉语
词汇的形成》
页），但是实际上在
年《万
国公法》中“商会”一词就已经出现了（见《万国
公法》 页 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年）。
发现所有这些词（马西尼的 个词，何勤
个词）在《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的
华的
“例证引用文献”中都不包括
年《万国公法》
一书。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该词典的一个缺陷。
所有这些词（马西尼的 个词，何勤华的
个词）在《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中所列出的所
有书证里，也都没有列出《万国公法》一书，这一
点也不能不说是该词典的一个缺陷。
证明了沿用至今并且可能是
年《万国
公法》中首创的（或者在现代意义上首次使用的）
有“公法、离婚、民主、权、权利、全权、人权
（出自“人之权利”
）、特权、义务、主权、司法、制

《大漢和辞典》

卷
頁：夫婦の関係をたつ。えんきり、離縁、
離別。書例 「晋書 羊聃傳」、「世説新語 徳行」
「旧唐書 列女 李德武妻裴氏傳」
卷
頁：①民のかしら、君主。書例 「書 多方」、
「左氏 襄 三十一」
② 国家の主権が全体の人民に属する政体、共和制の政治

宪” 个。其余词汇均经过查证，被证明不是《万
国公法》首创的，或是已经被淘汰的。
上述的 个词与日语比较，与对应的日语
词可以说是“同形同义词”。笔者相信这 个词是
借助《万国公法》传到日本，被日本学界接受，成
了日语中的“和製漢語”词汇，并在后来的留学热
潮中逆输入回中国。而原创就是《万国公法》一书。
为了明确 个日语词的意义和来源，笔者
选取了《広辞苑》和《大漢和辞典》，查阅、比较、
研究了这 个词。发现这两本词典都没有提到《万
国公法》（无论是中国版或日本版）和近现代相关
的法学著作，这或许也能称之为一个缺憾。
注释：
耶稣会：天主教修会。由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于

年

在巴黎创建。其目的是对抗当时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明朝
万历十一年（
）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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