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第一百零四期
二零一九年

文
化
雜
誌
中
文
版
第
一
百
零
四
期
二
零
一
九
年

鄭
和
遠
航
與
香
料
之
路

歷
史
上
的
俄
國
與
經
澳
門
入
京
的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明
清
澳
門
古
地
圖
的
圖
像
表
現
與
文
化
內
涵

《文化雜誌》中文版
2019年•第104期

主辦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總編輯
穆欣欣、梁惠敏

編輯部
主編：林玉鳳、袁紹珊
顧問編輯：李憑
美術編輯：梁藍波
版式設計：林力
編輯助理：姜霄
美編助理：江濤、楊超、張希文
編務助理：李丹彤、周小芙

出版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電話：(853) 2836 6866 (總機)
網址：www.icm.gov.mo

本期的封面是北京天主教南堂，由護送第十一屆俄國東正教使團前往北
京的哥薩克衛隊長切列帕諾夫於1831年摹畫，現庋置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
稿部。這座教堂位於北京宣武門內，始建於明萬曆年間，後經修葺，成爲一

編輯單位

片巴洛克式建築群。作為南堂的主體，其教堂的建構兀立高聳，附屬有兩座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二十俄丈的高塔，登上其中一座就能將北京城的南區盡收眼底。在教堂的側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人文社科樓E21-G052室
電話：(853) 8822 8131

翼，建有75座附屬建築，每處建築約由數十房間組合而成。整個建築群被花
園環繞著，幽靜而肅穆。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俄國向清朝派遣了以

(853) 8822 8130

伊茲勃蘭特為首的使團，經康熙皇帝恩准，該使團參觀了南堂，欣賞了陳列

傳真：(853) 2886 0009

在教堂內的種種文物珍品，品嚐了教堂自己釀製的葡萄美酒。此後，抵達北

電郵：cms.rc@um.edu.mo

京的俄國使團大多會拜訪這座著名的天主教堂，並在那裡拜會北京的耶穌會

製版印刷

士，南堂的主人也往往設宴款待這些來自俄羅斯的客人。（本圖由柳若梅教

澳門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授複製和提供）

國際刊號
ISSN 0872-4407

雜誌定價
澳門幣 150元
封二和三：澳門肌理，梁藍波攝

文化雜誌 Review of Culture
中文版•2019年•總第104期

目錄

城市形象

中外史事

宗教大觀

005

明清澳門古地圖的圖像表現與文化內涵
吳寒 白鴻葉

018

市集區街道考：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中心
關俊雄

035

“三文四語”：澳門街牌字母符號的情感化設計
顧躍 徐妍

047

軒尼詩改革前的香港監獄鞭刑
王文晶 張坤

058

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
徐曉望

068

明清時期廣東絲織製造業的發展——兼論以澳門為中轉港的海
上絲綢之路的絲綢全球貿易
黃啟臣

078

袁世凱的衛生之道——以袁氏文書為中心
應煥強

088

前途與抉擇：香港淪陷後流亡學生安置問題研究   (1941-1944)
鍾元澤 張曉輝

098

論宮前事件——十六世紀日歐文化衝突的頂峰
陳競翹

106

中國內地第一座天主堂的奇特遭遇——從“仙花寺”到“仙
花觀”
劉曉生

118

歷史上的俄國與經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柳若梅

132

現代與本土的結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城市青年會會員制探析
——以廣州青年會為案例
鄭利群

文化傳承

142

略論元在嶺南地區的佛教政策
丁書雲

156

海上生輝映躍濠江
薛達衛

172

琴音悠揚七百年——嶺南古琴流派在新會的發展與傳承
黃柏軍 張東梅

180

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研究
馮澤華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
梁
藍
波
攝
，
2
0
1
9
年

明清澳門古地圖的圖像表現與文化內涵•吳寒 白鴻葉

城市形象

明清澳門古地圖的圖像表現與文化內涵
吳寒 * 白鴻葉 **

摘 要

澳門是明清時期輿圖的重要表現對象之一，這批中西文地圖傳達出豐富的文
化信息。首先，通過對澳門相關古地圖的研究，我們能得出澳門之得名應源
自“濠鏡澳”與“十字門”意蘊之結合，而非“南北台山相對”之說。其
次，明清輿圖對澳門的表現，體現出位置偏中、比例偏大、信息詳實等特
點，反映了澳門作為廣東中路海防要地的重要戰略地位。再次，同時期的中
西文輿圖，在對澳門的定位方式、圖像視覺中心的選取、提示信息的側重等
方面，都表現出相異的取向，折射出中西不同的海洋意識。

關鍵詞

澳門；古地圖；圖像表現；文化內涵

一、從明清古地圖看澳門地名來源

澳意為港口，濠鏡澳本指澳門半島的港灣部分，在
使用中逐漸成為整個澳門半島的代稱。此外，澳門

明清時期，澳門是位於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南

南岸的山也被稱為濠鏡澳山，不僅在地圖中有所標

端的半島，與香山縣城有陸路相連，與周邊的新

註，在《大清一統志》等文獻也記載濠鏡澳山“在

會、番禺、南海等縣亦有水路相通，地緣關係非常

香山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突出海中”。 2

密切。16世紀中葉開始，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居留和

從輿圖資料來看，早在萬曆年間的《粵大記•

貿易，澳門成為中西交流的重要中轉港，其北接大

廣東沿海圖》和《全海圖註》中，就將澳門半島區

陸，南臨海洋的地緣優勢也更加突顯。

域標為濠鏡澳，詳細標註了半島上的番人房屋，周

澳門的中文地名主要有濠鏡澳和澳門兩種，亦

邊洋面還標識了兩艘番船。而清代地圖對這一區域

有文獻將其稱為“香山澳”。其中，濠鏡澳一名出

主要有兩種文字標識方式，一是將半島標註為“澳

現較早，明代官方文書大都以濠鏡、濠鏡澳作為澳

門”，不出現“濠鏡澳”，如清初的《沿海全圖》

門的主要稱謂。 濠鏡為澳門港灣古稱，一說由水面

《廣東沿海圖》等。二是在半島區域標註“澳門”，

呈圓形而得名，一說由於此地盛產水產“蠔鏡”。

而在半島南岸港口處標識“濠鏡澳”，或將南岸山

1

標註為“濠鏡澳山”，如《乾隆內府輿圖》、清初
《廣州府圖》等。可見，到清代之後，“澳門”已
* 吳寒，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員，主要從事古地圖和歷史地理研究。
** 白鴻葉，地理學碩士，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研究館員，主要從
事古地圖和歷史地理研究。

經逐漸取代“濠鏡澳”，成為這一區域的通稱，濠
鏡澳則主要指澳門半島上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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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門得名，主要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為濠

呼為南台或北台。這說明南北台山並不位於澳門半

鏡澳中有兩山相對如門，故稱澳門。較早見於1564

島，甚至也不處於由雍麥至濠鏡澳的途中。考察其

年龐尚鵬上疏皇帝的奏稿《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

他清代地圖，凡是詳細標識香山境內山名的輿圖，

安疏》：“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濱海，由雍麥至

基本都沿襲了這種繪製方式，也有輿圖在南北台山

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台，曰南北台，

和香山主島間繪製水道隔開，或將南北台山繪製

即澳門也。” 屈大均《廣東新語》也接受了這一

在香山縣以東稍遠處，如清康熙年間的《皇輿全

說法：“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對，

覽圖》《廣東省全圖》等，但其基本方位變化不

故謂澳門。” 雍麥即雍陌，為香山縣地名，根據

大。而澳門半島南岸上的山，則一般被稱為“濠鏡

這一描述，從雍麥到澳門半島南端的港灣有陸路

澳山”，而從未被標識為“南北台”。從輿圖資料

可至，而濠鏡澳有南北台山相對峙，因此產生了地

來看，南北台山位於香山主島西南角，而非澳門半

名的複合現象。其二則認為澳門之“門”源出十字

島，因此，澳門得名於島上“有山對峙如台，曰南

門。薛馧於乾隆年間分巡廣南韶連道，所著《澳門

北台”，應是一種錯誤理解，有可能是因為將濠鏡

記》中記載：“遵澳而南，放洋十里許，右舵尾、

澳的位置誤解為在香山主島西南臨海處。

3

4

左雞頸、右橫琴、左九澳，灣峰表裏四立，象箕宿

除了輿圖資料，文獻記載也可佐證以上結論。

縱橫成十字，曰十字門，又稱澳門云。” 張嗣衍

明鄧遷《（嘉靖）香山縣志》記載：“北台山在縣

等於乾隆二十四年所修《廣州府志》也談到：“澳南

南四十里，東接貴峰，西臨海。梅花水北下。南台

有山四，……縱橫離立，海水貫其中，形如十字，因

山在縣南六十里，梅花水南，與北台對峙，有觀音

名十字門，合澳與門而名則曰澳門。”

岩，海旁。” 7 根據這條資料，南北台山都位於香

5

6

6

後來的許多論著對於澳門得名都保留兩種說

山主島，兩山相對，與貴峰山相鄰，這些信息和上

法，未作過多辨析，不過從古地圖等資料來看，

文提到的輿圖資料可以互相參證。除此之外，顧祖

以澳門為濠鏡澳和十字門之複合應更符合澳門得

禹《讀史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戴肇辰《（光

名的實際情況。

緒）廣州府志》，田明曜《（光緒）香山縣志》，阮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說法，也就是將澳門之“門”

元《（道光）廣東通志》，《廣東輿圖》等資料中，

理解為南台山和北台山相對。從輿圖資料來看，這

都有類似的記載。因此，以澳門之“門”來自南北台

種說法存在明顯的問題。

山，很可能是一種誤解。

明鄧遷《（嘉靖）香山縣志》所載縣圖，將北

那麼我們接下來看第二種說法，也就是將澳門

台山和南台山繪製在縣城西南方位，周圍有貴峰山

之門理解為“十字門”。從明清輿圖和文獻資料來

等，這是目前能看到的較早的有關香山境內山川的

看，這種說法成立的可能性較大。濠鏡澳以南的十

輿圖資料，圖中雖未出現澳門和濠鏡澳，但是體現

字門四島，從明代地圖《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全海

了南北台山的方位在香山縣境西南沿海處，這和澳

圖註》中，就已重點標識。由於地緣關係的密切，

門半島的偏東南方位有所不同。從清代地圖中我們

從明代起，十字門就已經與濠鏡澳作為一組地名予

能獲得更多信息，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康熙年間《香

以描繪。從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廣東沿海圖》（圖

山縣圖》和清前期所繪《香山縣輿圖》中同時出現

1）中，可以明確看出香山、澳門、十字門四島之

了南北台山和澳門，二圖皆為形象畫法，詳細標識

間的地緣關係。 8 這張圖描繪了香山與澳門之間蓮

了香山縣境內大小山數十處。其中，南台山和北台

徑相通，省略了澳門周邊的眾多島嶼，而將十字門

山位於香山島西南角，臨海，周圍有貴峰山、香爐

畫在澳門半島的正南方向。在清初的眾多地方行政

山等。而澳門為香山主島偏東南方向的半島，島上

圖、海圖和大型官方圖繪中，這種“香山-澳門-十

的兩座山分別被標識為濠鏡澳山和青洲山，並未稱

字門”的繪製格局都保持下來。許多大型地圖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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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十字門和外十字門，大十字門和小十字門，上十
字門和下十字門等概念，這反映出在時人的觀念
中，從濠鏡澳港口到外洋之間，有重重“門戶”用
以控制海舶之出入，成為大陸的有力屏障。
十字門意象不僅在地圖中得到突出描繪，還
往往在這一區域以文字專門標註，如《七省沿海
圖》標註“外出十字門而至老萬，此洋艘番舶來
往 經 由 之 標 準 ” 9， 《 廣 東 省 海 防 圖 》 標 註 “ 十
字 門 水 深 三 尺 ， 洋 船 可 灣 至 香 山 縣 ” 10。 這 些 按
語介紹十字門航線，水道情況，洋船停泊往來情
況，都說明了十字門在澳門交通中的樞紐地位。
在清代關於澳門的詩詞中也常常出現十字門，
或以“海門”代指十字門，這都折射出濠鏡澳與
十字門意象之間的聯繫。十字門意象也衍生出了
門戶、商貿、宗教等多重意義，都與澳門一地的
中西交流相關。有交通門戶意義，如屈大均《廣
州竹枝詞》：“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
洋。” 11 陳官《澳門竹枝詞》：“澳門東接大洋
邊，十字門開天外天。” 12 汪後來《澳門即事同
蔡景厚六首》：“南環一派浪聲喧，鎖鑰唯憑十
字門。” 13 以十字門暗喻中外交通之門戶，與“鑰
匙”、“開門”等意象相結合。有暗喻銀錢意義，
如屈大均《廣州竹枝詞》：“十字錢多是大官，
圖1•《廣東沿海圖》（局部），清代繪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
號：233/068.2/1700

官兵枉向澳門盤。” 14 屈大均《澳門》“銀 錢 麼
鳳買，十字備圓方。” 15 以十字門與西洋所用十
字錢相通，暗喻澳門的商貿地位。有宗教意義，

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中期《廣東省圖》《福建廈門虎

如俞正燮《澳門紀略跋》以為十字門意象與天主

頭山至廣東崖州老虎頭山海道圖說》等，在這一區

教十字架有關：“澳門南有十字門二重，其真為

域甚至只標註香山、澳門、十字門三個地名信息。

天主教窟穴乎？抑澳門終如台灣，為民居，設重

這一繪製模式的形成與澳門周邊的地理形勢有

鎮，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 16 有防禦意義，如

關，作為葡人的居留地，澳門在中外貿易上的中轉

汪後來《初至澳門回柬吳都閫》：“井澳有門天

地位非常重要，在其商貿地位確立之後，澳門在地

設險，只今翻為島夷雄。” 17 將十字門視為區域

圖中就自然佔據了一席之地，所以凡出現香山的地

海防之天險。這重重意義，都與澳門的港口地位

圖，大多也會標識澳門。進一步地，既然澳門的意

息息相關，都提示了十字門與澳門的關聯，突顯

義在於中轉港，那麼從澳門通往外洋內陸的交通線

出十字門作為澳門地區中西交流門戶的重要地

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十字門之“門”，正暗示了

位。從這個意義上，由“澳”而“門”，故稱澳

其與澳門港口唇齒相依的門戶地位。事實上，在清

門，由濠鏡澳和十字門合成“澳門”一詞，則顯

代文獻中，不僅有十字門這個籠統概念，還區分了

得頗為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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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全海圖註》（局部），明代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2/068.2/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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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軸形式描繪了清代七省海岸及近代島嶼情況，成

二、“香山-澳門-十字門”模式的
視覺表達與文化內涵

圖之後影響頗大，直至清末仍有摹繪本出現，形成
了頗有代表性的沿海圖繪模式。本文就以出自《沿

“澳門”得名於濠鏡澳和十字門的意義組合，

海全圖》圖系的《盛朝七省沿海圖》（圖3）為

這在文獻和輿圖中得到了雙重印證。可見，“澳

主，結合其他明清輿圖，分析這些圖像對於澳門

門”的得名本身，就蘊含了港口與門戶兩重意義。

的視覺表達及其背後的文化內涵。

這種意義的產生和強化，與澳門逐漸成為中西交流

第一，“香山-澳門-十字門”位置偏中，這

的重要中轉港的歷史階段，是同步發生的。這一變

清晰地體現在《盛朝七省沿海圖》之中。海圖一

化在明清輿圖中以圖像形式表現出來，體現出豐富

般為卷軸，按行政區劃逐省展開，僅就廣東區域

的文化意涵。

而言，繪製者運用暈染效果，將“香山-澳門-十

在中國早期地圖中，對於珠江口的描繪一般

字門”和周圍的一些附屬島嶼共同構成廣東省海

是“淺海灣”模式，大部分輿圖並不詳細體現珠

防的視覺中心。我們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

江入海的支流，亦不會標註珠江口的眾多島嶼。

來理解這個問題。

從現今存世的北宋《九域守令圖》、南宋《禹跡

首先，橫向來看，根據明清時期的珠江口地理

圖 》 、《 華夷圖》、明羅洪先《廣輿圖》等大型

情況，香山縣實際位於珠江口偏西位置，隨著珠江

輿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傳統繪圖模式。由

口的逐漸淤積，島嶼漸漸相連。到了清前期，香山

於重視陸地，早期輿圖在海岸線和海洋表現上往

北部已逐漸和沙田區域融為一體，其西部也逐漸與

往較為粗略。

眾多島嶼相連，香山顯然更偏珠江口的西岸。但在

時至明中期，中國輿圖中開始對珠江口進行較
為細緻的描繪，一些戰略地位較重要的島嶼也出現

海圖中，“香山-澳門-十字門”卻往往被置於廣東
省海防的正中央位置。

在了海圖之中，這與明代海防形勢的變化有關，明

這種繪製方式產生的直接原因，應與廣東海防

代學者茅元儀說：“防海豈易言哉。海之有防，自

分路有關。明中葉以來，廣東海防分三路：東路

由於

（ 潮州、惠州）、中路（廣州）、西路（高州、

倭寇和外夷的侵擾，明代非常重視海疆的軍事鞏

雷州、廉州），其中香山縣隸屬於廣州府，被列為

固。澳門也在這種形勢下進入了輿圖視野，較早

中路海防要地，作為孤懸海外的島嶼，與東路和西

出現澳門區域的輿圖是成圖於明萬曆年間的《粵大

路形成犄角之勢。道光年間盧坤、鄧廷楨所編《廣

記•廣東沿海圖》和《全海圖註》（圖2） 。 二

東海防匯覽》言：“粵東海防，以廣州為中路。而

輿圖中已出現“香山-澳門-十字門”的雛形，澳

廣州海防，又以香山海防為中路，左則東莞、新

門區域繪有“番人房屋”，海面上標識兩艘夷船，

安，右則新會、江寧，必犄角之形成，應援之勢

強調此處有葡人居住和番船停泊。以文字註記濠鏡

便。” 20 為了更直觀地在輿圖中體現東中西三路，

澳“有陸路至香山縣”。

繪製者很可能有意將香山挪到此區域正中位置。

本朝始也，海之嚴於防，自肅廟時始也。”

18

19

在清代輿圖中，“香山-澳門-十字門”的繪圖

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應與清代以來海防重心由

模式逐漸成熟，它們作為一組元素，共同構成廣東

東路向中路的轉變有關。明代海防重心偏東路，鄭

中路海防的重要一環，也成為相關輿圖的重要標識

若曾《籌海圖編》引時人議論：“廣東三路雖並稱

對象。這一時期的行政區劃圖、海圖、澳門專圖等

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

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了對於澳門海防地位的重視，

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髙雷廉又次之。” 21 由於倭

而以海圖尤為突出。其中又以陳倫炯《沿海全圖》

寇主要活動於江浙、福建沿海，因此明代廣東對倭

及其圖系最有代表性，此圖繪製於清雍正初年，以

患的防禦，重心在於東路海防。而清代以來，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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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盛朝七省沿海圖》（局部），清代繪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2/068.2/1798

的對象有一定變化。倭患危害逐漸減弱，西方外夷

門，右臂香山，蹲踞雄奇，噬吞各島，天生險塹，

逐漸成為更大的威脅，海防重心逐漸轉向中路。葡

莫過於此。” 23 由於香山以西磨刀門等水道逐漸淤

人居留澳門，貿易活動頻繁，更使得香山的地位大

積，大型船隻改經香山走伶仃洋水道，從虎門由獅

大提升，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記載：“廣省左

子洋進入廣州，這使得香山和虎門的交通地位大大

捍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

提升，香山也被譽為“省會之要地”，與珠江口險

為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

要虎門一起，成為廣東省海防的兩大重心。暴煜《（乾

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互

隆）香山縣志》甚至認為香山“控制大洋，彈壓澳夷，

清光緒《海口圖

為全粵門戶”。24由此來看，繪製者將“香山-澳門-十

說》也談到：“粵海背山面洋，內河外海，左乳虎

字門”放在廣東省區域的中心位置，可能正是為了突

為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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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路海防的重要性。

第二，“香山-澳門-十字門”大小比例失實，

縱向來看，“香山-澳門-十字門”也處於全圖

澳門偏大，十字門周圍島嶼偏小。澳門是一個非常

中心位置，《盛朝七省沿海圖》將香山縣以北標識

小的半島，其面積不僅遠不及香山主島，甚至也不

為“廣州內海”，除此之外則為大片留白；十字門

如周圍的許多小島，以《七省沿海圖》為例，圖中

以南也只標識了少量島嶼，主要部分皆為留白。這

所繪的十字門山和橫琴山，實際大小都應超過澳

樣的畫法，暗示了“香山-澳門-十字門”內通省

門。但是這張圖中的澳門卻遠大於其實際比例，而

會、外接大洋的門戶地位。

與此相對應的現象，是繪圖者並未區分十字門四島

作為連接內海和外洋的樞紐之地，澳門成為近

的大小和形狀，而將它們和其他幾個島嶼一起，共

海防禦的重要分界地標。廣東巡撫王來任曾於康

同構成圍繞澳門的一圈附屬島嶼。不僅如此，在清

熙七年六月給康熙帝的奏摺中提出：“是縣（香

代的其他輿圖中，十字門周圍的島嶼名稱也並不固

山）與澳門皆為內地矣。所宜防者，防其通外海

定，訛誤情況時有發生。例如《盛朝七省沿海圖》

這種論述將香山和澳門視為“內”，由

中的“阿婆尾”，就是將屬於橫琴島上的地名錯誤

耳。”

25

澳門所通海域視為“外”，儼然將“香山-澳門”

地標到了舵尾島之上。 29

當作內外防禦之門戶。中國傳統有“內海”、“外

這一現象提示我們：“香山-澳門-十字門”

洋”之劃分，一般而言，海指近海的半島和島嶼圍

的繪圖模式，並非致力於“真實”地表現三種地

起來的區域，“水之附近陸地者，為島及半島所欄

理元素，而是要向閱讀者暗示這一區域的海防形

這體現出中國人對海洋

勢和海防重心，同時借由“香山-澳門-十字門”

和島嶼的觀念，始終有一種立足大陸，將海洋視為

這一模式，暗示澳門的交通情況，以及對澳門的

院牆和邊界的理解思路。沿海島嶼形成了一條防禦

防禦形勢。

成一小區，是名曰海。”

26

帶，而洋艘番船是被隔離在這個區域之外活動的。

首先來看澳門。前文已經提到，澳門內通省

因此，相關輿圖往往在十字門以南區域進行大片留

城，外接大洋，地理位置非常優越。這主要包括

白處理，只標註少量島嶼。

兩個方面，一是陸路對省城的威脅，澳門有陸路

從文獻資料來看，澳門和十字門海域就處於明

通香山，隨著葡人佔據澳門並在此經營，這也就

清海防劃分內海外洋的分界區域。《籌海圖編》談

意味著，葡人以澳門這一戰略要地為據點，既可通

及伶仃洋海防時說：“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

過虎門或磨刀門等西江支流直通廣州，還可以陸路

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灶山、九星洋等

通香山縣，從而抵近廣州內海，可謂“臥榻之旁”

處而西，而浪白澳為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

，一旦葡人產生異心，便危及省會要地。所以清人

這既是對番舶活動場所的描述，同時也暗

有云：“廣州海防，以香山為要，而香山海防，

示了近海防禦的大致區域，十字門海域的大小橫琴

尤以澳門為要。” 30“澳門本屬腹地，因而漸近臥

山就列於其中。清代的《讀史方輿紀要》《廣東通

榻，或前山或香山，皆可徑逼省城，將虎門幾同

志》等都沿用此說。清道光《廣東海防匯覽》亦作

虛守。” 31“夫壕鏡距香山邑治不百里，香山距會

出明確內外洋之分，將十字門四島之一的氹仔（即

城百五十里耳，有陸路總經塘基灣徑達澳中。其三

雞頸）歸屬外洋。清道光十四年廣東水師提督關天

面俱環以海，在廣州以澳為肘腑近地。”32 因此輿

培視察沿海區域，《籌海初集》記錄了此次巡查的

圖資料往往突出描繪澳門，並重點標識澳門通往內

路線，其中就有“至澳門，查勘香山十字門、雞頸

地的關閘，重視澳門與香山、與省城的交通關係。

山、萬山一路形勢”。 由此，我們也可以大致推

其次，是水路上的來往番船。澳門為洋舶出入

測清前期海島防禦部署的範圍，澳門和十字門就位

珠江口的必經之地，又為葡人所據，往來停泊船隻

於這一核心防線之上。

眾多，需要重點管理和防範，“夷人聚居之地，海

也。”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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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出入，防範不可不周” 33。隨著澳門在中外貿易

人數和船隻數目。國家圖書館藏清中期《廣東省海

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來往商船繁多，澳門海防也

防圖》詳細標識了香山縣炮台、設汛情況，繪製了

越來越引起重視。“其地孤懸海表，直接外洋，

澳門半島上葡人的軍事設施如東炮台、西炮台，並

凡夷商海舶之來粵者，必經此而達” 。“海防之

以形象畫法標識了這些軍事設施和山川險隘之間的

防澳夷也，時愈久，則患愈迫切。” “議者以壕

關係。重重圍牆和半島上地炮台，展示了葡人對於

鏡澳終為腹心之疾。” “恐將來西洋有反客為主

居留之地的防禦之勢。而關閘、香山縣、前山寨和

之形，紅毛成有挾而求之勢，則意外生變，無有

周圍的兵力、船隻、設汛信息，乃至周圍島嶼對澳

窮期。” 《澳門紀略》所附潘思榘《為敬陳撫輯

門形成的環抱之勢，則透露出澳門是這一區域海防

澳夷之宜以昭柔遠以重海疆事》載：“竊查廣州

的重點對象之一。

34
35

36

37

府屬香山縣，有澳門一區，褒延一千餘里。三面環

其次，文化信息。許多輿圖在標識軍事建築的

海，直接大洋；唯前山寨一線陸地通達縣治。實海

同時，也標識了澳門半島上澳人所修築的西式房

這些論述對澳門交

屋，《沿海全圖》在澳門島上繪製了一棟類似教堂

通地位的強調，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在這種思

的建築，而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廣東沿海圖》在澳

想的指導下，對居澳葡人的防範，也就成為廣東海

門半島上繪製了三座西式牌樓，並標註文字“三巴

防的重要議題。

寺”。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康熙《香山縣圖》在澳門

疆之要地，洋舶之襟喉也。”

38

因此，繪製者對於十字門的關註，集中於其對

半島上繪製了三巴寺、東望洋寺、西望洋寺。國家

於澳門海防和交通的意義，而相比起島嶼地大小和

圖書館藏清中期《廣東沿海圖》不僅在澳門半島上繪

名字，出入澳門港口的水道才是海防中更值得關註

製“三巴寺”，還在香山縣城專門標識“文廟”，這

的內容。周圍一圈島嶼對澳門形成拱衛之勢，一方

一現象值得玩味，西式宗教建築和代表傳統文脈的

面是為了防止這些島嶼和澳門形成聯動，“島嶼叢

文廟形成鮮明對比，繪製者借此傳達出複雜的文化

雜，最易藏奸” 。另一方面也是為周邊的海防設

立場。葡人的文化、宗教都與中華文明有所區別，

汛提供地理上的參考。

時人對此，既有懷柔遠人的傳統華夷觀念之解讀，

39

第三，澳門及周邊區域繪製詳細，明代的《粵

以為“一角天開航海徑，果然無外是中華”。 41 又

大記•廣東沿海圖》和《全海圖註》，就已在濠鏡

始終擔心葡人據此作亂，對於夷人居於臥榻之旁懷

澳區域繪製番人房屋和番船，到清代輿圖中，這種

有深深焦慮。

情況進一步發展，輿圖資料對澳門的詳細介紹遠超

再次，交通信息。澳門地理位置顯要，它一方

周邊其他地區，在其他地區僅以符號標識其行政區

面可由香山陸路直達廣州腹地（《盛朝七省沿海

劃的情況下，澳門半島往往詳細繪製房屋、船隻、

圖》標識為廣州內海），另一方面可以由十字門

圍牆。這些信息指向一個共同的主題——對居澳葡

通向外洋。正是這兩方面意義，使得香山、濠鏡

人的防範，具體而言可分為三個方面：

澳和十字門成為一組地理現象。《粵大記•廣東沿

首先，軍事信息。清代海圖往往詳細繪製香山

海圖》和《全海圖註》但以文字註記濠鏡澳“有陸

縣、前山寨的佈防情況，並以形象畫法重點標識從

路通香山”，在清代輿圖中，這一表述被關閘所替

澳門到香山縣城的關閘。《沿海全圖》中繪製了葡

代，關閘的存在暗示了陸路的通暢。而海路則往往

人在澳門半島上修築的兩重城牆和城牆內的房屋，

以文字方式表現，前文已經提到，《七省沿海圖》

這一畫法被清代大部分輿圖所繼承。《明會要》所

標註“外出十字門而至老萬，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

載“香山澳壕鏡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

之標準，下接崖門、三灶、大小金、烏豬、上川、

在清代輿圖中得到生動體現。國家圖書館

下川、戙船澳、馬鞍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

藏清初《廣東沿海圖》以文字標識了香山守衛駐兵

之外護也”。《廣東省海防圖》標註“十字門水深

國然”

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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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洋船可灣，至香山縣一百二十里，至浪滘九

合的各類縣志、府志、省志也好，都是從縣城或省

十里”。這些按語介紹十字門航線，水道情況，洋

城輻射，而定位澳門的位置。各類文檔記錄也非常

船停泊往來情況，反映了澳門地區的交通情況。

強調從澳門到香山縣城和廣州省城的距離。另一種

總的來說，明清輿圖中的“香山-澳門-十字

是各類海圖，這類海圖一般也是按行政區劃展開，

門”模式，在圖像表達上體現出三方面特點，首

展示沿海情況，澳門被視為廣東中路海防要地，它

先，將“香山-澳門-十字門”置於廣東區域的視

和香山縣城、廣州省城的相對位置，始終是繪圖

覺中心；其次，誇張澳門的大小比例，以暗示澳

者關註的重點，除此之外，在描繪澳門的同時，

門的戰略地位和交通情況；最後，對澳門地區的軍

香山縣、前山寨以及各級防禦工事也是重點繪製

事、文化、交通信息進行詳細描繪，以全面提供關

的對象。因此，總的來說，中國傳統地圖的繪製

於澳門的海防信息。總的來說，這些澳門相關輿圖

者往往是從大的行政區劃格局中來理解澳門、定

中，體現了明清統治者對於澳門的強烈防範意識。

位澳門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失實情況並非由於繪製技

而西方海圖則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思路，繪製者

術的不成熟，可以與之對比的是以《皇輿全覽圖》

們始終從澳門與珠江口航線的相對關係來理解澳門

為代表的清代行政區劃圖，這些清前期的地圖，已

的位置。1571年由葡萄牙人多拉多繪製的《寰宇圖

經能熟練運用經緯網等現代測繪技術，較真實地表

志：東亞地圖》是目前較早以Macao一詞標註澳門

現香山、澳門、十字門周圍諸島地大小和相對位

的西方地圖，圖中描繪了中國東南部海岸線及沿海

置。相對而言，以《盛朝七省沿海圖》為代表的

港口和城市，對內陸的標註則非常簡略。值得注意

一批明清廣東海圖，在提供史料信息的同時，還作

的是，這張圖將Macao標註在珠江口的東岸。這一

為圖像學資料，展示了清代海防對於澳門的觀念。

錯誤在16世紀末期到17世紀初期的西方地圖中非
常普遍，路易斯•若爾熱•德•巴布達《中國新

三、中西澳門地圖對比

圖》、洪第烏斯《東印度群島圖》、洪第烏斯《中
國地圖》、約道庫斯•洪第烏斯《東西半球全圖》

明清時期，中國輿圖中對於澳門的圖像表現，

、若昂•特謝拉•阿爾貝納《亞洲海岸線地圖》等

展示了豐富的觀念史信息，海防是其中突出的主

圖都將澳門標註在珠江口東岸。根據學者的研究，

題。而十六世紀以來，西方的許多地圖中也出現了

這是因為“珠江口洋面甚寬，加之早期澳門航道是

澳門，與同時期的中國地圖不同，這些地圖往往將

從澳門西面的磨刀門進入西江，由西江後航道進入

澳門置於中西文化、商貿交流的架構之中，從航線

廣州，因此當時人們誤認為澳門在珠江口的東岸，

水道角度理解澳門，突顯其商略地位。

這也反映在地圖的繪製上” 42。這一錯誤一直到17

第一，地圖對澳門位置的標識。中國海圖從陸

世紀三十年代的一些地圖中才得以普遍糾正，如

地看海洋，立足於行政區劃來定位澳門的位置。

1635年《布勞中國地圖》中，澳門被描繪為珠江

而西方地圖從海洋看陸地，立足珠江口航線來理

口西岸附近的一個島嶼。結合歷史地理因素我們

解澳門。

可以推測，這一錯誤的被糾正，正是因為清前期，

中國傳統地圖往往從行政區劃格局理解和定位

澳門以西的磨刀門水道逐漸淤積，大部分船隻選擇

澳門。在明清地圖中，出現澳門的主要有兩種。一

從伶仃洋由虎門進入獅子洋抵達廣州，因此，也就

種是各類行政區劃圖，包括全國圖、廣東省圖、廣

自然而然地理解了澳門的位置並不在珠江口東岸。

州府圖、香山縣圖等，澳門專圖出現較晚，數量也

第二，從區域地圖的視覺中心來看，中國地圖

較少。在這類圖中，澳門皆是作為香山縣治的一部

往往將“香山-澳門-十字門”作為一組元素，構成

分出現的，因此，不管是地圖也好，還是與此相配

珠江口區域的一個小的視覺中心，這在海圖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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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尤為明顯。但西方區域地圖則往往將水道作為視

部。 45 總的來說，在這一時期的西方區域海圖都將

覺中心，立足海洋來看陸地。

從澳門到廣州這一航線作為表現的主體，與中國同

前文已有分析，從《盛朝七省沿海圖》等海圖
來看，“香山-澳門-十字門”這組元素，往往構成

第三，相比起中國海圖對於海防信息的重視，

廣東中路海防的一個視覺中心。由於地處珠江口關

西方地圖更重視海岸線、港口、水深、航線等信

鍵位置，澳門和虎門被視為珠江口航線上的兩大戰

息，這既反映出當時西方地圖測繪技術的成熟，也

略要地，澳門更是被視為“廣東濱海門戶”，這說

表現出中西地圖所反映的不同的海洋意識。

明，論者始終是立足於陸地，來思考澳門在海防上

前文已經談到，中國海圖對澳門及其周圍區域

的戰略地位。清代海防對澳門的關註集中於兩大方

給與了格外詳細的描述，包括交通、文化、軍事等

面，一是防範葡人從陸路通香山而逼近廣州，二是

多方面信息，這些信息都指向一個共同的主題——

防範往來番船進入珠江口核心區域，這兩種思路

海防，既防禦澳門地區的葡人，也防範以澳門為據

都是立足於對陸地的防守。正是由於澳門處於區

點往來通商的船隻。

分“內海”和“外洋”的關鍵地理位置，才成為

但是，西方地圖中，除了澳門專圖外，鮮有地

了一個重要的“門戶”。這也體現在清代的一系

圖對於澳門半島地防禦信息進行特別標識，與此相

列詩文作品中，清人鍾兆麟《澳門》詩曰：“九州

對應地情況，是這些輿圖往往非常重視澳門周圍的

地盡見天青，沆瀣中涵百怪靈。可有鯤鵬相變化，

航海信息。1557年《進入廣州航運地圖》中，已

羅天尺《送家漱公遊澳門》

經運用現代測繪技術，標識了廣州、上川島、澳

詩曰：“壯遊誰不羨，十字列成門。諦視中華盡，

門三地地圖，1738年英國出版的《從海中沿線進

二詩都將十字門以外視為“九

入廣東澳門》，細緻地描繪了經澳門、虎門抵達

州地盡”“中華地盡”後的幽昧之地。這也充分

廣州的航線情況。這些圖像對於海岸線、航線、

反映了，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中，內陸是主體，“內

沿岸港口的描繪較為精密，重視沿海島嶼的大小

海”拱衛內陸，近海島嶼構成防禦邊界，出洋水道

和地形，同時在水道區域，密密麻麻地標註了水深

構成內外門戶，而“外洋”則是茫不可及之地。

信息，對於島嶼和暗礁亦有詳細記錄，能為航運和

海門以外即南溟。”
濤聲海市喧。”

44

43

而相比較而言，早期出現澳門的西方地圖主要

停泊提供較準確的參考。隨著測繪技術的不斷成熟

有大格局航海圖和珠江口水道圖兩種，它們的共

和中西交流的不斷深入，這些信息在地圖中不斷細

同特點就是對內陸的描繪失真，提供的信息非常

化。一些信息還被中文文獻所吸收，例如光緒《香

簡略，甚至以各種動物填滿陸地空白區域。但對

山縣志》記載：“澳門泊船處已過十字門，可直行

於海岸線和航線的描繪則非常詳細，往往將航線

以至澳門港，潮退盡時，大拔與澳門港間深十三

和水道放在圖像的視覺中心。相對於中國輿圖對

尺，唯大拔與澳門最寬處僅深十一尺至十二尺，自

於海防的重視，西方地圖更多的是對於海域的表

大拔至澳門水道甚直，亦無隱險，唯距馬格里勒東

現。《俯瞰大地：中國、澳門地圖集》收錄了多

北角東面四分之一里有一隱石，曰白特勒每亞，凡

幅17、18世紀珠江口航線圖，其中，《進入廣州

行船者應視大橫琴東北角，與馬格里勒東面相離即

航運地圖》中的澳門圖，澳門僅位於全圖的左上

可避之，當行過隱石時，應多向大拔窄水道中界而

角，而圖像的主要區域為由澳門進入伶仃洋的珠江

行。”在這段文字後有標註：“據同治六年間西人

口洋面。《從海中沿線澳門進入廣州》一圖，亦將

繪圖所記深淺尺數，今已變淺” 47，這說明，西方

珠江口航線作為全圖的主要表現對象，而澳門僅作

輿圖中對於具體海域測繪信息的關註，也對中文

為航線上的一點被標示。《廣州一帶附近河流圖》

文獻產生了影響。

詳細標識由澳門到廣州的水道，澳門亦居於全圖底
14

期地圖大異其趣。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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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定位方式、圖像視覺中心的選取、提示信息

代始。而海嚴於防，自明之嘉靖始。”清乾隆時期的《南澳
志》也提出：“古有邊防而無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
明代以來，海防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軍事問題，這也促使了
一批海圖的出現。

的側重等方面，都表現出相異的取向，反映出中西
不同的海洋意識。綜合起來，中國地圖始終是從陸
地看海洋，將近海島嶼視為大陸的屏障和邊界，澳
門是作為珠江口防線的重要門戶被理解的；而西方

19. 本文所引為國家圖書館藏李化龍《全海圖註》，文獻系統編
號：/068.2/2/1591。

地圖則是從海洋看陸地，重視從澳門到廣州這一商

20. [清]盧坤等：《廣東海防匯覽》，河北人民出版社 ， 2009
年，第75頁。

貿航線，在此基礎上理解澳門作為港口的意義。

21. [明]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 [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清藝海珠塵本。
23. [清]佚名：《海口圖說》中冊，清光緒刻本。
24. [清]暴煜：《香山縣志》卷三，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註釋：

25. [清]江日升：《台灣外記》卷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02頁。
26. 《地理學初步》，中國圖書公司印行，清末石印本。

1.

例如《明實錄》記載“澳夷所據地，名壕鏡，在廣東香山縣
之南，虎跳門外海褥一隅也”。《明會要》載“香山澳壕鏡
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屈大均《廣東新
語》：“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
也。香山固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番互市其中。嘉
靖間，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濠鏡為澳。”

27.

[明]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8.

[清]關天培：《籌海初集》卷一，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2.

[清]穆彰阿：《大清一統志》卷四百四十一，四部叢刊續編
景舊鈔本。

30. [清]田明曜：《香山縣志》卷八，清光緒五年刻本。

3.

[明]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三百五十七，明崇禎平
露堂刻本。

32. [清]郭尚賓：《郭給諫疏稿》，清道光二十五年南海伍氏粵
雅堂刻本。

4.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清康熙水天閣刻本。

33. [清]印光任等：《澳門記略》上卷，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

5.

[清]印光任等：《（乾隆）澳門記略》上卷，清乾隆西阪草
堂刻本。

34. [清]印光任等：《澳門記略》下卷，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

6.

[清]張嗣衍等編：《廣州府志》卷二，清乾隆刻本。

7.

[明]鄧遷：《香山縣志》卷之一，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

8.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廣 東 沿 海 圖 》 ， 文 獻 系 統 編
號：/068.2/233/1700。

9.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七 省 沿 海 圖 》 ， 文 獻 系 統 編
號：/068.2/2/1798-2。

10.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廣 東 省 海 防 圖 》 ， 文 獻 系 統 編
號：/068.2/233/1850。
11.

[清]屈大均：《翁山詩外》卷十四，清康熙刻淩鳳翔補修本。

12.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
年，第161頁。

13.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 ， 2002
年，第101頁。

14. [清]屈大均：《翁山詩外》卷十四，清康熙刻淩鳳翔補修本。
15. [清]屈大均：《翁山詩外》卷八，清康熙刻淩鳳翔補修本。
16.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五，清連筠簃叢書本。
17.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 ，
2002年，第99頁。
18.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二百九，明天啟刻本。清代學者
蔡方炳亦有言：“海之有防，歷代不見於典冊，有之，自明

29. 根據相關文獻和輿圖資料，阿婆尾應是大橫琴島東部伸出尖
形，但《沿海全圖》錯誤地將其標註在九澳島上，許多摹繪
本都延續了這一錯誤。
31. [清]金武祥：《粟香隨筆》卷三，清光緒刻本。

35. [清]陳澧：《香山縣志》卷八，清光緒刻本。
36.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五十八，民國哈佛燕京學社印本。
37. [清]田明曜：《香山縣志》卷八，清光緒五年刻本。
38. [清]印光任等：《澳門記略》上卷，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
39. [清]關天培：《籌海初集》卷一，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40. [清]龍文彬輯：《明會要》卷七十八，清光緖十三年永懷堂
刻本。
41. 廖赤鱗：《澳門竹枝詞》，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
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233頁。
42. 張曙光、戴隆基主編：《駛向東方：全球地圖中的澳門》，
澳門科技大學出版，第86頁。
43.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晚清卷》，珠海出版社，
2002年，第114頁。
44.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
2002年，第112頁。
45. 臨時澳門市政局文化暨康體部製作：《俯瞰大地：中國、澳
門地圖集》，2001年。
46. 值得註意的是，這一西方繪圖模式也影響到了清末的輿圖繪
製，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藏清代《廣東珠江總圖》《廣東沿
海總圖》，從地名註記上來看都是西方輿圖的摹繪本。
47. [清]陳澧：《香山縣志》卷八，清光緒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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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俊雄•市集區街道考：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中心

城市形象

市集區街道考：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中心
關俊雄 *

摘 要 “市集” （ Bazar ） 是本澳昔日的一個地域分區，在刊於1869、1880和1897
年《澳門憲報》的街道名冊中，均把市集區單獨列出並詳細列明其所屬街
道。本文嘗試結合街道名冊和歷史地圖，提出“歷史街道考訂法”，根據街道
名冊中對街道進行了分區的特點，通過沿用至今的街道名稱考訂出市集區的
大致範圍，繼而通過比較該區歷年街道名冊內之街道名稱，以及歷年的歷史
地圖，了解街道的增加、廢除和更名情況，接著以該等時序信息作分析，同
時，利用後期街道名冊中之位置描述、街道名稱中的歷史信息，對1869年
街道名冊中之全部85項市集區街道之位置及走向進行考訂，並盡可能標示於
1865-1866年間的地圖上。
關鍵詞 歷史街道考訂法；市集；街道名冊；歷史地圖；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市集區是澳門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澳

門半島街道基本以風順堂區、花王堂區和大堂區三

華人的商業生活中心，許多華人的生意都集

大堂區作區域劃分，但部分堂區仍保留了市集區的

中於此，同樣華人人口也聚集於此。因此市

信息，如在1905年的名冊中，除了將關閘、望廈、

集是他們工作的集中地。”

青洲等半島北部區域合併一起作記錄外，其他街道

1

則依上述三大堂區劃分。然而，花王堂區和大堂區
上述所指之“市集”（Bazar），又稱華人市
集區（Bairro Chinez de Bazar），是澳門昔日的

內的部分街道，如草堆街等，在街名後加括號標示
了“Bazar”字樣。

一個地域分區，金國平先生指出，“Bazar”一詞

近年來，陸續有學者對澳門的街道名稱進行歷史

起源於波斯語，由陸路和海路兩條途徑分別經中亞

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對於有關範疇的研究方

語言、馬來語傳入中國，早在唐代，這個詞便進入

向，筆者認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把街道名冊和

了漢語。

歷史地圖相結合，一方面，這種結合是一種研究的手

2

在1869年、1880年和1897年刊於《澳門憲

段，街道名冊和歷史地圖分別作為文字和圖像類的歷

報》的街道名冊中，市集區均被單獨列為一個區

史文獻，各自承載著不同的歷史信息，而這些信息可

並詳細標明其所屬街道，其中，需要說明的是，後

以起到互補和整合的作用，最大程度地鋪展出歷史

兩者所記載的是1878年和1896年的統計資料。在

的面貌；另一方面，兩者的結合本身亦是一種研究

1905年、1924年和1944年的街道名冊內，雖然澳

成果，以圖像呈現出歷史街道的信息。有見及此，
本文擬對曾被稱作“澳門最重要的部分”的市集區

* 關俊雄，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為澳門歷史、文化遺
產和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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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街道，結合街道名冊和歷史地圖進行考訂，並嘗
試提出有關“歷史街道考訂法”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市集區街道考：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中心•關俊雄

城市形象

一、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街道名冊與歷史地圖

否相互說明，關鍵在於其縱向性的差異不能過大。
事實上，在下文開始論述的過程中亦發現兩者間的

1869年的街道名冊首次列明了市集區所屬街

縱向性差異只是局部的和輕微的，究其原因，在於

道，這一方面為確定市集區昔日範圍提供了必要

城市街道肌理是長年累月形成的。以整個澳門半島

的條件，似乎只要將所有這些街道整合在一起，便

的歷史發展進程而言，街道肌理既有延續，亦有變

可以知道市集區的範圍；然而，另一方面，由於該

化，其中，又以延續為主軸，而變化往往是伴隨著

名冊只是羅列街名，未有街道具體位置及範圍等信

重要歷史事件或行動而衍生的。例如，十九世紀中

息，亦未配有相應的地圖，因此，單憑街道名冊並

期起，葡人擴展界址，對澳門半島北部開始實施管

不足以充分地重現市集區範圍，以及了解當時該區

治，該區域城市空間發展格局及街道肌理隨之發生

的街道肌理。

變化；二十世紀初，新馬路的開闢令內港至南灣一

為解決有關學術問題，筆者將以一幅繪於

線原初眾多彎曲、斷續的街道被更替，取而代之以

1865-1866年間的地圖，結合街道名冊展開考訂。

一道貫穿筆直的肌理；歷年的填海造地，則導致了

而需要留意的是，基於兩個原因，該地圖和街道名

新增街道及相關肌理的出現。而在1865年至1869

冊兩項文獻之間的街道信息不可避免地未能每項都

年間，並無足夠的動因導致街道肌理在該四年內發

完全匹配，其一是地圖和名冊之間並無原始的匹配

生大輻度變化，因此，1865-1866年間的地圖與

意識，即街道名冊及歷史地圖各自的編制者未有特

1869年的街道名冊所反映的街道信息基本一致，

意讓兩者能互相說明及結合成一個整體，而是根據

兩者可互作補充，為人們呈現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各自的需要及目的而繪制地圖及列出名冊，以致有

中晚期市集區街道的狀況。筆者亦以此作基礎對當

些街道信息會因為與文獻編制的目的無關而在文獻

時相關街道作出考訂。

中被忽略，或者說，被視作未有記載的需要。最明
顯的是，街道名冊中忽略了街道位置和走向的信

二、市集區街道考

息，而地圖則未有記載街道名稱，簡單來說，這種
信息差異是信息類別上差異。另外，地圖有可能只

1869年的街道名冊中，市集區包含1項前

是畫出較主要的街道，而未有鉅細無遺地如名冊羅

地、17項街、3項斜巷、26項巷、葡文分別稱

列出所有街道，形成信息細節度上的差異。這兩種

作“Beco”及“Pateo”的圍里則為35項及7項，

差異作為一種橫向性的差異，只要把差異有效地進

合共89項。其中，38項街道的名稱今已不存，下

行整合及連結，便能夠相互補充和說明，從不同側

文稱其作“待考街道”，筆者將對其中文名稱及

面和角度認識歷史事實。

位置作出考訂，而街道名稱至今仍在使用的其餘

街道信息未能每項完全匹配的第二個原因，則
是在於縱向性的差異，該地圖和街道名冊之間存在
三至四年的時間差，這便無可避免地導致兩者所記

51項，則是輔以用作考訂的基礎資料。
（一）以沿用至今的街道考訂市集區範圍

錄的信息隨時間不同而可能存在差異，這是信息時

51項名稱沿用至今的街道對於確定市集區的

效性所導致的差異，而倘若把縱向性的差異進行對

範圍具有重要的作用。當然，必須考慮的前提

比，便能夠認識歷史事實的線性演變。

是，1869年和今天的同一項街道，兩者的走向、

倘若兩項文獻之間，只存在橫向性或縱向性

規模是否完全吻合，即近兩百年來，該街的位置是

的差異，對其進行互補或對比是較具操作性的。

否曾發生變化。如前所述，城市街道肌理是長年累

然而，1865-1866年間的地圖與1869年的街道

月形成的，以延續為主軸。因此，筆者嘗試以今天

名冊之間同時存在橫向性及縱向性的差異，其能

的街道位置尋找1865-1866年間的地圖同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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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標示（圖1中藍色街道），不難發現如吉慶巷
（Travessa dos Becos）、商人巷（Travessa
dos Mercadores）等部分街道並未繪有其貌，這
些街道無一例外均為規模較小的巷或圍里，箇中原
因，一方面可能是時序性的縱向差異，即該街道恰
好於地圖繪製完成至1869年街道名冊之間開闢，另
一方面，則是基於信息細節度上的橫向差異，地圖
繪製未有把該等規模較小的街道鉅細無遺地列於圖
上。基於前述所指本澳城市肌理以延續為主軸，且
1865年至1869年間，並無足夠的動因導致街道肌
理在該四年內發生大輻度變化的論述，筆者認為地
圖上並未繪有其貌的街道絶大部分是因信息細節度
上的橫向差異所致，而為了儘量貼近十九世紀六十
年代的面貌，標示出該等街道之走向，筆者經參考
1884年、1889年的地圖（圖2、圖3）中的街道肌
理對1865-1866年間的地圖進行補充，並以虛線標
識，其中，亦可發現部分街道，如林家一圍當時的
面貌與今天略有差異。

上是否有相同的街道肌理，發現十九世紀六十年
代已開闢的市集區大多數街道，其走向及位置與今
貌對比而言，基本沒有發生變化；少數則有輕微差
異，包括今日的草堆街較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向東延
長了一段、昔日營地大街中段以南的孤度較少等；
最少，亦是最極端的情況只有一處，即Beco do
Poço，雖然澳門現有街道中亦具其名，然而，該
街道位於路環，顯然，1869年市集區的Beco do
Poço和今天位於路環的Beco do Poço，雖然名
稱一致，卻各有所指，後者為今天路環水井圍，前
者則名營地二圍，下文將對該名稱考證作出詳述。
經過在1865-1866年間的地圖上把上述51項街道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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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澳門半島及港口平面圖》（1884年）局部（市集區），引自澳門海事署
編：《澳門海軍日：歷代澳門航海圖》，澳門：澳門海事署，1986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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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澳門半島平面圖》（1889年）局部（市集區），引自美國國會圖書館網站（https://www.loc.gov/item/2002624048）。

另一方面，經標示出上述51項街道，可知十九
世紀六十年代市集區的大致範圍，北至工匠街、工
匠里、叢慶北街；南達蓬萊新巷、清平直街及營地

於上述所指大致範圍內。
（二）以街道名冊之名稱比較作考訂

大街南端一線；西抵海邊新街；往東基本以大關斜

對於該等“待考街道”的考訂，首先，通過對

巷、花王堂斜巷、長樓斜巷、高尾巷東端一線為

1869年、1880年和1897年《澳門憲報》的街道名

界。定出大致範圍的作用在於，由此基本劃定了市

冊中市集區所有街道依次列出進行比較（表一），

集區邊界，意味著38項“待考街道”必定鄰接或位

筆者發現部分街道的名稱出現兩種現象，第一種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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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是十分相近，只存在少許分別，例如三份名冊

Atai，中文名趙家里，而該街道亦位於前述市集

各有街道分別名為“Rua do Matapau”、“Rua

區大致範圍內，由此確考出趙家里於1869年已存

do Matapáo”、“Rua do Matapao”，理應

在，其名為Beco do Alai，並把所有根據名稱變

是同一街道，即桔仔街在不同年份名冊中的不同

化而掌握到其位置的街道標示於地圖上（圖1中紅

名稱，由此，通過有關對比，除了清晰了街道名

色街道）。

稱的演變，亦有效考訂出不少1869年街道名冊中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縱向性的差異，除了有助

街道的位置，如1869年的Rua do Theadro，應

於釐清街名的演變歷程，亦額外帶來了新的信息，

即1880年、1897年的Rua do Theatro，名稱近

一是揭示了部分街名的命名緣由，如高樓里於1869

似今天的Rua do Teatro，即大碼頭街，而再通

年稱作“Beco dos Cou-laus”，清晰可見其葡

過1865-1866年間的地圖，可見在今大碼頭街的

文名稱為“高樓”一詞的音譯，後來才演變成省

位置確有一走向、規模吻合的街道已開闢，由此

去“-”的“Beco dos Coulaus”；二是呈現出

考訂出Rua do Theadro在地圖中的位置及名稱

市集區的範圍會隨不同時期而有所更改，如工匠

演變；又如1869年的Travessa das Janella-

街、大關斜巷、花王堂斜巷、長樓斜巷等1869年

Verdes，應即1880、1897年的Travessa das

時屬於市集區範圍內的街道，於1880年的名冊中

Janellas Verdes，名稱近似今天的Travessa

已不屬於市集區。

das Janelas Verdes，即草堆橫巷，而上述街
道亦的確位於前述市集區大致範圍內，而18651866年間的地圖中，在今草堆橫巷的位置並未畫

1869年的街道名冊對街道的信息所記甚少，由

出有關街道，相信是前述信息細節度上的橫向差

此亦造成了對其位置考訂的困難，而後來的街道名

異所致。按照有關思路，可陸續考訂出Travessa

冊內容越見詳盡，成為了輔以考訂的重要資料，而

dos Alpendres即Travessa do Alpendre（賣

1874年的街道名冊中雖然記錄了各街道位置，但

魚巷）、Travessa do Surriano即Travessa do

由於市集區並不在該名冊所記載的範圍之內，因

Soriano（米糙巷），其中，米糙巷正好鄰接上述

此，以市集區的考訂而言，主要需參考1905年詳

所指市集區的大致範圍，由此進一步補充市集區東

列街道位置之街道名冊，有關街道之考訂於圖1中

至大關斜巷、花王堂斜巷、長樓斜巷、高尾巷東端

以黃色街道標示。

和米糙巷東端沿線。

Rua do Mastro之名在1869、1880、1897

此外，在對三份名冊的時序性比較中，

年的街道名冊中均一致，該名現今已不使用，而

不難發現街道的類型會發生變化，部分早期

後兩份名冊中另一項以“Mastro”命名的街道為

的“Beco”，後來會成為“ Pateo ”（即今天名

爐石塘巷，據1905年街道名冊，Rua do Mastro

稱中的“Pátio ”），如 Beco do Mestre 與Pateo

中文名為爐石塘街，位處草堆街與桔仔街之間， 3

do Mestre （吉慶一圍）、 Beco do Mercado 與
Pateo do Mercado （門官圍）等。

以位置而論即今庇山耶街（Rua de Camilo

當掌握了這種變化規律，對於僅見於1869年

年，以紀念葡萄牙著名詩人庇山耶（Camilo

的Beco do Alai，筆者嘗試於1880年、1897年的

22

（三）以街道名冊中之位置描述作考訂

Pessanha），事實上，爐石塘街一名始自1926
Pessanha）。

資料中尋找Pateo do Alai，雖然未有發現，但有

Rua Nova de El Rei在1880、1897年稱作

名稱相近的Pateo do Atai見於該兩年名冊之上，

Rua Nova d’El-Rei，在1905年的名冊內分成

經繼續以後期的街道名冊查找Pateo do Atai，

兩段作記錄，沙梨頭海邊街（Rua da Ribeira do

發現其街道類型後來變為“Beco”，即Beco do

Patane）至康公廟前地一段屬花王堂區，另一段

RC 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

市集區街道考：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中心•關俊雄

城市形象

由康公廟前地至白眼塘前地屬大堂區，葡文街名為

里、營地大街、大鵬巷， 9 上述三處街道可能規模

Rua Nova d’El-Rey，中文名曰皇家新街， 4以

太小而並未標示於十九世紀的地圖當中。

位置而論即今十月初五日街（或稱泗𠵼街）（Rua
de Cinco de Outubro）。

（四）以街名信息作考訂

Travessa da Barca da Lenha在1869、1897

對於類似林家三圍一類可能因規模太小而未

年的街道名冊中均出現，卻未見於1880年名冊中，

標示於地圖中的街道，尚且可以憑1905年街道名

箇中原因不明，而在1880、1897年名冊中另一項

冊中的位置描述而得知其大概範圍，而對於既在

以“Barca da Lenha”命名的街道為柴船尾街，

1905年街道名冊中已不見，且又未標示於地圖中

而據1905年街道名冊，Travessa da Barca da

的街道，則可以通過其街名來推敲其位置（圖1

Lenha中文名為“柴船尾巷”，位處柴船尾街與

中綠色街道），第一種方法是根據街道名稱中的

白眼塘橫街之間， 5 根據1884、1889年的地圖，

歷史信息，以Beco do Hopu為例，“Hopu”

上述兩街之間只有兩條街道，其一為清平街，另

即“戶部”之音譯，在1780年由貝文（Thomas

一則應為柴船尾巷。

Bevan）糾正為“Quanpoo”或“Kwanpu”，

Beco dos Barbeiros在1905年街道名冊中即

即“關部”前，“Hopu”在很長的時間里為關

賦梅里，其位處爐石塘街， 6 雖然在1865-1866年

部行台的外文翻譯， 10 而在街名中亦一直習非成

間的地圖沿爐石塘街一線並未標示出任何圍里，但

是，Beco do Hopu即關部里或可稱作關部行台

根據1884、1889年的地圖，可見爐石塘街沿線圍

里。1684年，康熙解除了清初的海禁令後，設江、

里，經過逐一對比後，可知在該等圍里中，除最南

浙、閩、粵四個海關，其中粵海關在澳門的機構

端一處外，其他均保留至今，因此，位處爐石塘街

便是關部行台，關於其位置存在著街道名稱的線

最南端的圍應即今已不存的賦梅里。

索，關前正街、關前後街及大關斜巷之中文街名中

根 據 19 0 5年街道名冊，可知Tr aves sa do

的“關”均指關部行台，而廣東巡撫吳大澂於1887

Tintureiro為大鵬巷，其位處營地大街與監牢街之

年亦稱：“租界內舊有海關監督行台、香山縣丞衙

間，監牢街一名今已不存，其位於議事亭前地與

門……臣親自查勘，在顯榮里一帶，土人尚能確指

天通街之間， 7 由位置而言，可知其即今蘇雅利醫

其地。”11 鑒於當時離關部行台被毀只過了38年，

士街的前稱，由此亦確定了大鵬巷的位置正好鄰

且吳大澂親自來澳得到當地人的指引，因此，其對

接上述所指經第一次補充後的市集區大致範圍，至

關部行台位置的記載可信性甚高，故此，Beco do

此，市集區的東線已全部確定，為大關斜巷、花王

Hopu應與關前正街、關前後街及大關斜巷一樣位

堂斜巷、長樓斜巷、高尾巷東端、米糙巷東端、大

於顯榮里附近。

鵬巷南端一線，因此，1865-1866年間的地圖上，

又如1869年的街道名冊中有兩處街道名作

米糙巷與大鵬巷之間的一組未知其名的街道，亦屬

Largo do Pagode，分別位於沙梨頭及市集

市集區範圍。

區，“Pagode”意指廟宇，位於沙梨頭者應是

Beco do Mirante在1880、1897年名冊已

土地廟前地，而前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市集區

不屬於市集區，根據1905年街道名冊，其即安懷

大致範圍內，廟宇有康真君廟（或稱康公廟）、

居，位於花王堂斜巷， 8 按前述的對比方法，根據

大碼頭街福德祠、三街會館，社稷壇有聚龍舊

1884、1889年的地圖可知，安懷居位處花王堂斜

社、聚龍社。筆者認為市集區的Pagode是專指

巷中段以南。此外，Beco do Louceiro、Pateo

康真君廟，除了基於該廟是市集區規模最大的廟

do Cano、Pateo do Martello於1905年街道名冊

宇，在上述廟宇亦只有康真君廟在1865-1866年

中名為林家三圍、織蓬圍、大鵬圍，分別位處平線

間的地圖中顯示其前方具前地規模的空地，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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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區內另外兩處以“Pagode”名的街名，即木

另一條街道，包括其在內的“營地”系列街

橋街、寶塔巷（或稱木橋橫街）均位處康真君廟

道應分佈於至今仍存在的營地一圍周邊，再

周邊，另外，1897年名冊中市集區記載有兩項前

結合葡文“Mercadores”、“Mercado”

地，分別為Largo do Pagode do Bazar、Largo

可知，Beco dos Mercadores應鄰近

da Caldeira，前者即康公廟前地，上述諸多跡

Rua dos Mercadores、Travessa dos

象表明Largo do Pagode位於康真君廟前方。

Mercadores，Rua do Mercado、Travessa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雖然康真君廟一度被譯

do Mercado鄰近Beco do Mercado； 13 而今分

作“Pagode de Honggeong-mio”，如1892

別名為平線里、樂上里的Beco Parallelo、Beco

年一則公示稱康公廟前地為“Largo do Pagode

do Violeiro昔日稱作林家二圍及永樂上街（或名永

但後來康真君廟的葡

樂里上街），亦符合規律地與“林家”、“永樂”

de Honggeong-mio”，

12

文名稱改為“Pagode do Bazar”並一直沿用至
今，該名直譯為市集廟，可見其作為市集區最具代
表性廟宇的地位。
事實上，除了“Pagode”系列街名外，市集
區內其他以同一名稱命名的街道，亦無一例外地
呈現集中分佈的規律，而且值得留意的是，一方
面，中、葡文街名之間的使用上未必完全在翻譯上
加以彼此對應，如Rua de Nossa Senhora do
Amparo以Nossa Senhora do Amparo （唐人
廟）命名，其中文名關前後街則以關部行台名之，
另一方面，不論是中文或葡文街名，但凡同一名稱命名
的街道，如葡文的“Amparo”、“Matapau”又或者

表一•根據1869至1905年間《澳門憲報》而確認之中葡文街道名稱

中文“大鵬”、“吉慶”系列均彼此相鄰，因此，
以葡文而論，Travessa do Tintureiro、Pateo

24

系列街道集中分佈。

das Esquinas、Pateo do Martello三個葡文街

值得留意的是，既然存在營地二巷、營地六

名並無任何關聯，然而，其對應的中文街名大鵬

圍，會否亦有營地三巷、營地七圍等固然未可知，

巷、大鵬橫巷、大鵬圍則明顯地均以“大鵬”命

但依常理而言，必然至少曾經存在營地一巷及營地

名，因此，確認中葡文街名的對應關係，無疑是推

一、二、三、四、五圍，然而，有關街道至1869年

敲街道位置的其中一項前期研究工作，部分街道的

是否仍然保留則存有不確定性，通過前文的論述，

中葡對應工作可以通過兼具中、葡文街名的1905年

營地二圍、營地五圍亦見於1869年街道名冊中，而

街道名冊來確定，然而，對於1905年時已不存在的

該名冊中一直未能確定官方中文名稱的為Beco do

街名而言，無疑需要另闢新徑，而筆者所運用的主

Parao、Travessa da Sardinha、Travessa do

要文獻便是《澳門憲報》。

Peixe、Travessa do Mercado，換言之，Beco

筆者經查閱1869至1905年間的《澳門憲

do Parao有可能名為營地一、三或四圍，當然，

報》，仔細核對其中出現的中葡文街名信息，

亦有可能Beco do Parao根本不屬“營地”系列

確認了9項街道的中葡文名稱，其中，Rua

街道，而唯一能確定的是，“營地”系列的六個圍

dos Mercadores當時並不如今天稱作營地大

里中，至少兩個於1869年時已消失；而Travessa

街，只稱作大街或石閘門街，而營地街則是

do Mercado按葡文直譯作營地巷，很可能便是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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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巷之所在。
（五）以名冊、地圖時序信息作考訂

1880、1897年名冊中，顯然不可能對應該組街
道，至於Travessa da Sardinha雖然於1880年
街道名冊中未見，但單以Travessa da Sardinha

走筆至此，1869年名冊與1865-1866年間

一名命名該近乎呈T字形、延伸範圍較長的一組街

的地圖大部分街道均已能夠彼此對應出來，1869

道顯然不合常理，基此，筆者認為柴船尾街東南側

年名冊中除Beco do Parao可能位於“營

一組街道並不是Travessa da Sardinha，進而推

地”、Travessa do Peixe、Travessa da

論出該組街道之名並未記載於1869年名冊，箇中原

S a r d i n h a 未 能 了 解 其 位 置 外 ， 其街道已通過上

因最合乎常理的應是該組街道已於柴船尾街1865至

述多番論證確定其位置，而地圖上市集區的街道

1869年間往南延長期間被一併整改及消失。

亦只有少數未能識別出其名（圖1中紫色、粉色街

至此，地圖上只餘下兩組街道，一組為大鵬巷

道），因此，筆者最後在此嘗試對該等“未知”

與高尾街之間，即今營地街市一帶，另一組則位於

進行考證。

桔仔街南端以東，倘日後證實Beco do Parao中文

1865-1866年間的地圖上可見關前正街、清

名為名為營地一、三或四圍，則其應位於前一組之

平巷、柴船尾街均已開闢，但1869年的街道名冊

街道，反之，則在後一組街道中。至於Travessa

卻未見其名，至1880年街道名冊方見相關記錄，

do Peixe、Travessa da Sardinha，筆者認為

箇中緣由倘非該等街道開闢後至1869年間仍未命

其位於今營地街市一帶。事緣該區域作為市集的歷

名，便是該名冊本身有所遺漏所致。而皇子街、

史由來已久，《澳門纂略》稱：

木橋街以西一段道路於1884年以後的地圖中均繪

營地在澳東南隅，與會館相接。原為屯

製成連續的一段，屬上述兩條街道的組成部分，

營之所，後就其地市焉。初茇舍以居，與夷

只是1865-1866年間的地圖中可能因繪制上略有

溷跡有爭狀，官治之，遷其市於沙梨頭。沙

偏差而導致分割成兩段。

梨頭距澳夷居絕遠，夷又以為不便。乾隆五

此外，筆者認為1865-1866年間的地圖上兩

十三年，請築墟亭於營地之四隅，以為市，

組街道於1869年前已消失（圖1中粉色街道），一

知縣彭翥許之。 25

為果欄街與草堆街間的一處呈西北—東南走向的街

可見，在香山知縣彭翥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

道，由於該街道所經過之西瓜里、玫瑰里於1869

年）同意建築墟亭之前，“營地”一帶已存在市

年已命名，因此，該街道應於1865至1869年間被

集販賣行為。墟亭於翌年建成，“分魚、肉、雞

取消，轉而開闢出西瓜里、玫瑰里等街道；另一為

鴨、瓜菜為四行，亭繞四圍，中空其地。” 26 雖

柴船尾街東南側一組街道，有關論證情況則稍為複

然墟亭於1893年遭火災而燒毀，但1897年，澳

雜，首先，1869年名冊可見當時桔仔里已開闢，

門商人盧九、王帝致函向澳門市政廳申請在該地

顯然其時的柴船尾街至少已延伸至連接桔仔里，

興建街市，獲得市政廳、工務局、衛生部門的審

即柴船尾街1865至1869年間往南延長，以致形成

批，至1901年經議事公局稟請澳門督憲批准，將

了1884、1889年的地圖中所見的面貌，而在該兩

議事亭前地、板樟堂前地、米糙街、大街、營地

幅地圖中，上述所指之柴船尾街東南側一組街道已

二圍、營地街、營地五圍、營地二巷各街屋宇，

被更改，同時，1880年街道名冊中，反映1878年

用官價購買，改建街市，直到1949年，澳門市議

時該組街道位置所經過之新填巷已命名，足證該組

事公局將該古舊不美觀及不合衛生之營地街市全

街道於1878年前已被更改並消失，因此，該組街

部拆卸，在原址又重新興建新型街市，而今天所

道在1880年街道名冊中並不可能存在，而Beco

見的營地街市大樓，則是1996年澳門市政廳再

do Parao、Travessa do Peixe分別一直沿用至

次把街市拆卸，並於1998年重建而成的。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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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雖然幾經拆建，但該地段不晚於1788年起，

三、餘論：“歷史街道考訂法”的總結

兩百多年來一直沿用市集的功能至今，該處現今的
周邊街道，即公局新市東、南、西、北街（Rua

經過上述多番論證，筆者對1869年街道名冊中

Leste do Mercado de S. Domingos、Rua Sul

之全部85項市集區街道之位置及走向進行考訂，同

do Mercado de S. Domingos、Rua Oeste

時盡可能標示於1865-1866年間的地圖上，為了便

do Mercado de S. Domingos、Rua Norte do

於後續的研究，筆者將1869、1880、1897年《澳

Mercado de S. Domingos），便是以1901年後的

門憲報》的街道名冊中之市集區街道悉數依次列出如

新街市命名的，而在“公局新市”系列之前，該處

表二，需要說明的是，工匠街、大關斜巷、花王堂斜

應是“營地”、“Mercadores”、“Mercado”

巷、長樓斜巷等於1880年以來的名冊中已不屬於市

街道，即前述Rua do Mercado、Travessa

集區的街道，並未於表中該年的欄目中列出，另外，

do Mercado、Travessa da Fruta、Beco

表中街道的中文名稱除非今已不存而必須列出昔日名

dos Mercadores、Beco do Poço、Beco do

稱，否則會依從現今名稱，如Rua dos Mercadores

Porqueiro、Beco dos Carnicairos之所在，另

註明為“大街 / 營地大街”，而非“大街 / 石閘門

外，依葡文街名而論，上述街道中，除“Poço”意

街”，以便慣常使用中文的現今研究者及讀者辨識。

為“水井”外，無論是“水果”（Fruta）、“養豬

在筆者進行本文研究的尾聲階段，欣聞澳門遺

者” （Porqueiro）或“屠夫”（Carnicairos），均

產學會出版了《一八七四年——澳門市公共街道命

和營地墟亭1789年建成後“分魚、肉、雞鴨、瓜菜

名冊》27 中一書，不僅整理和翻譯了1874年街道名

為四行”的實況相關，因此，筆者推測分別以“鮮

冊手稿內容，而且根據該年街道名冊的內容，結合

魚”（Peixe）、“沙丁魚”（Sardiha）命名的

其他地圖和歷史文獻，並利用現今澳門數碼化地理

Travessa do Peixe、Travessa da Sardinha極有

資料，繪製數幅1874年的街道地圖，雖然該書內容

可能亦位於“營地”系列街道周邊。

不涉及市集區，研究時段亦與本文針對的十九世紀

在今已消失的“營地”系列街道中，Rua do

六十年代有所分別，然而，筆者十分敬佩該書相關

Mercado、Travessa do Mercado、Travessa

研究人員在街道研究中的熱誠與貢獻，更與筆者正

do Peixe、Beco do Poço、Beco do Porqueiro

如本文開頭所述，認為需要把街道名冊和地圖相結

自1869年名冊以來延續時間最長，至1897年名冊

合開展研究的看法不謀而合，事實上，將街道名冊

中仍見其名，其他街道則已陸續未見。對比1865至

和歷史地圖相互補充和說明不僅是研究手段，另一

1869年間、1884、1889年的地圖，“營地”位置

方面，兩者的結合本身亦是一種研究成果，然而，

外圍的三條街道明顯一直存在，而其內圍街道分佈

相關研究至今開展不多，筆者認為箇中原因一方面

則產生了變化，因此，鑑於圍里大多會因規模太小

基於有關研究工作具一定學術難度，另一方面亦因

而未繪於地圖中，筆者認為該三條街道即Rua do

欠缺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徑，因此，本文提出“歷史

Mercado、Travessa do Mercado、Travessa do

街道考訂法”，首先根據街道名冊中對街道進行了

Peixe，其中，推測前兩條街道與營地大街（Rua

分區的特點，通過沿用至今的街道考訂出市集區的

dos Mercadores）相連，而Travessa do Peixe

大致範圍，繼而以比較該區歷年街道名冊內之街道

則與大鵬巷垂直相接。

名稱，以及歷年的歷史地圖，了解街道的增加、廢
除、更名情況，接著以該等時序信息作分析，同時，
利用後期街道名冊中之位置描述、街道名稱中的歷史
信息，在歷史地圖上考訂出街道位置，盼望本文能對
本澳街道歷史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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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869、1880、1897年《澳門憲報》的街道名冊中之市集區街道（*根據葡文街名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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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四語”：澳門街牌字母符號的
情感化設計
顧躍* 徐妍 **

摘 要 澳門有著東西方文明碰撞與融合孕育出的多語言文字特色——“三文四語”，
指中、英、葡三種文字，以及粵、英、葡萄牙語和普通話等四種語言，形成
澳門獨特的藝術與文化。基於皮爾士符號學理論，從三個角度解讀：一是關
注城區街牌字母設計的歷史演變，探究中英葡三種字母混合使用的情感化設
計特徵。二是針對街巷地名的文字及字母的設計方法與風格分析，驗證系統
性設計規則。三是拓展“三文四語”多元文化和字母設計思維的新空間，從數
位媒體下字體設計的呈現，到中西文字結合的字體設計新態勢，完善字母符
號語言情感化設計方法。
關鍵詞 澳門；街牌字母；符號；情感化設計

符號、語言和文字是文化的載體，在日常生活

的一種文化身份品牌，通過“三文四語”的設計和

中承載著傳達、溝通與交流的重要角色，澳門語言

文字字母獲取“澳門創造”的澳門身份，並以這種

和文字的多元化便是如此。隨處可見的橫幅、標

方式更廣泛和深層次地傳播澳門的文化。針對澳

語、警示牌以及商鋪門面，標註繁體中文、葡萄牙

門“三文四語”語言符號的現象，查爾斯·桑德

文和英文，突顯澳門語言和文字在使用中的獨特魅

斯·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符號理

力和地域特性。而社會中的語言問題和人們真實使

論認為，“符號能被特定對象理解的任何對象”。

用語言的環境，體現了語言研究的意義，幾種不同

符號的存在具有社會屬性，不是獨立存在於個人觀

文字字母的混合使用在澳門大小街道、旅遊景區的

念的，符號是被理解的對象進行傳播的有效管道，

不同街牌與標識，均體現了其設計價值。

且當符號成功傳達給對象信息時，符號才成立否則

“三文四語”作為一個澳門的符號，亦是澳門

不存在符號。

一、 澳門街牌“三文四語”的字母混合使用特徵
* 顧躍，清華大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副教授。
** 徐妍，澳門科技大學設計學碩士研究生。

澳門的語言文字、字母混合使用是社會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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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物，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環境等對其語言文

4. 三文混合

化的發展產生影響，從歷史、文化、審美和符號語

1980年到1999年間，中國政府與葡萄牙政府

言等四個方面分析澳門“三文四語”街牌字母符號

關於澳門問題在北京展開談判，1988年在北京舉行

設計特徵。

草簽聯合儀式。在爭取澳門主權的同時，中文的官

（一）“三文四語”的概念及形成

通過和頒佈了法令，承認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

自明朝（1557年）澳門租借給葡萄牙人起，

葡萄牙語在這一期間開始失去在澳門的語言霸

清朝（1887年）與葡萄牙簽訂了40年有效期的

主地位，與中文共同作為官方語言使用。語言的興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至1928年條約期滿澳門

衰與使用是使用群體決定的，所以隨著時間的推

淪為葡萄牙殖民地這一歷史時期，澳門的語言體

移，葡萄牙語的作用逐漸變弱。在葡萄牙語衰落的

系中增加了葡萄牙語一支。從宗教的角度，明末

同時，英語的使用卻逐漸增長，與葡萄牙語的使用

清初澳門成為了天主教的傳教基地，至十九世紀基

人數在澳門佔比率相當。

督新教也開始傳入澳門，與澳門本地流傳的媽祖文

5. 回歸的文化歸屬

化形成三教並存的現象，奠定了澳門三種文字發展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成為中華人民共

的社會基石。

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澳門基本法中規定了澳

通過語言色彩區分出了澳門當時的人口狀況，

門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官方語言除中文外，

加上中國政府與葡萄牙人共同管理澳門的政治局

可以使用葡文。葡萄牙文化的保留與漢文化的興

面，三種文字在澳門得到廣泛使用，即漢語、葡萄

盛，使澳門的文化保留多元化的特色。中方允許葡

牙語和英語。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變遷，在澳門回歸

裔的澳門人選擇中國或葡萄牙國籍，在澳門居住或

中國後，漢語作為官方語言的使用又分成為粵語和

生長的葡萄牙人以及葡萄牙人與其他種族在澳門通

普通話兩種語言。因此，四種語言特別是普通話在

婚的混血後代，很多選擇留在了澳門，形成了土生

澳門回歸後得到迅速普及。

葡人的群體及概念。他們不僅傳承葡式文化底蘊，

1. 中文

而且也接納漢文化的洗禮，紮根在了澳門。至今澳

方塊字的形象深深刻於每一寸土地，漢字肩負

門保留的葡式建築、葡文街名地名、宗教信仰、語

著溝通交流的社會基本職能。由於葡萄牙的殖民統

言文化等，形成了澳門獨特的“三文四語”文化環

治，中文在1990年以前還沒被正式認可為“官方

境，也為文字設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素材。

語言”，由於澳門的華人居民不斷通過“中文合
法化”運動才爭取到了中文法定官方語言的地位。
2. 葡萄牙文

36

方語言地位正式確立。1991年12月葡萄牙部長會議

（二）“三文四語”字母設計的文化性特徵
多元文化與多樣文化不同，澳門形成了中、

官方語言文字、街道的命名和標識，或人們日

英、葡“三文”以及粵語（繁體中文）、普通話

常的生活用語，都被烙上了葡萄牙文的印跡。作為

（簡體中文）、英語、葡萄牙語“四語”的不同

曾經的唯一官方語言，葡萄牙語成為一種謀生和走

語言文化語境，便是澳門多元文化。文字是重要

向仕途的語言，澳門政府使用葡萄牙語作官方語

的文化載體，正是文字的出現使文化成為可能。為

言，印證了澳門一段特殊歷史。

了傳承既有文化，人與人之間需要傳遞有效信息的

3. 英文

工具，而沒有文字作為工具，信息傳遞將缺少一個

異域商人（英語系地區）帶著“西洋”的貨物

重要的載體。

進入澳門，澳門的境內一時間商賈雲集，他們也逐

1. 文字多元性特徵

漸將自己的語言同貨物一起帶到澳門。

文字按其在日常生活和使用中的表現形式，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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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分為普遍文字符號和特殊文字符號。文字具備傳
遞信息、獲取知識、交流感情的功能，普遍的文字
符號出現在這個階段的每個角落。特殊的文字符號
則出現在那些需要吸引人們關注，引起閱讀和認知
興趣的事物上，是被設計師們精心設計過的文字，
即獨一無二的形態和符號，以達到情感融入和視覺
衝擊效果。例如澳門的道路指示牌、公車站牌張貼
的“禁止吸煙”的公告標識等；即使面對不同的
文字表達相同含義，以及相同的文字符號表達不
同含義的境況，也可以通過巧妙的文字設計加以
區分和表達。
澳門“三文四語”語言文化是以三種文字符號
設計來滿足不同受眾的解讀，針對其使用語境，漢
字及外文字母混搭的多元化文字符號設計被賦予並
體現了它的文化性特徵。（圖1、圖2）
2. 文字民族地域性特徵
一般而言，語言具有強烈的民族特徵、地域特
徵，漢字方正且筆劃豐富，每一個方塊字代表一個
含義，尚有詞語、成語、歇後語等複雜含義。而拉
丁文的單個字母並沒有具體含義，文字的形態比較
簡單，其通過有規律的組合傳達有效信息。
民族氣息的差異賦予了藝術作品不同的生機和
活力，民族性的特徵存在於澳門的方方面面。澳門
文字設計將日常需要的漢、葡、英字結合，展現其
民族地域性特徵，既有娛樂場裡繪有西方神話故事
絢麗多彩的穹頂造型，又有對中國風水的“傳說”
的挪用。雖是嶺南民間“風水”文化，卻深刻體現
了源自古老中華的民族與地域性特徵。
3. “三文四語”字母設計的審美性特徵
中西方設計與審美的差異，多元文化的共生，
多種文字字母的共同使用，構成澳門獨特的城市
視覺形象。對於澳門街道標牌字母設計而言，既
要符合大眾審美，又要體現當地文化，其審美性
特徵分為可識別性、統一性、創新性和藝術情感
性四個方面。
一是可識別性；傳達的信息可識別性。文字重
要的功能是傳達信息，文字的可辨識度直接影響了
文字的功能性，在設計和使用中也關係到信息是否

圖2•澳門紅色筒形公交站牌，張三攝，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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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大炮台和澳門博物館路牌（顧躍提供）

能準確傳達給受眾。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路牌、

38

好似在誦經祈福。

街牌、公交站牌等文字設計體現澳門文化的身份識

二是統一性；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澳門特

別性。如街牌設計環繞著類似西方葡式的藍色裝飾

色。如西方的拉丁字母和中文的漢字，分別代表中

花紋，白色瓷磚的白底襯托上面藍色的字母和花

西方不同的文化內涵，將澳門三種不同的文字字母

紋。公交站牌採用紅色筒形的設計，造型設計思路

設計和諧統一起來，讓每個文字都發揮其傳達信息

來源佛教文化中“轉經筒”，每當公交站牌轉動就

的作用。例如綠底黃字的景點方向指示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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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潛意識、隱性情感和理性知覺對人類決策的重
要性，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反應和表達思想感情的追
求願景。澳門四百多年對外交流，在中華文化基礎
上，融合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
意大利、美國、日本、瑞典、印度、馬來西亞、菲
律賓、朝鮮甚至非洲地區的語言、生活習俗以及飲
食文化的差異，體現了澳門獨特的文化藝術，也影
響了在多種文化背景下文字設計的視覺表達。世界
各地的遊客在享受旅遊度假聖地的同時，可以感受
到多元文化的文明洗禮（圖3、圖4）。
（三）“中葡英”字母設計的符號語言
據2006年澳門人口統計顯示，澳門50.2萬居
住人口中漢族居民佔93.8%，葡國後裔1.7%，菲
律賓裔2%及其他民族2.5%等，文字設計要面對
不同受眾。在日常用語方面，粵語方言佔85.7%、
福建方言佔4%、普通話佔3.2%，其他漢語方言佔
2.7%，葡萄牙語為0.6%、英語佔1.5%、塔加洛語
圖4•新舊路牌對比（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菲律賓語）佔1.3%，及其他語言佔1%等。
1. 字母設計語言與旅遊城市形象
澳門回歸後，中央政府為澳門發展提供了可靠
的政策保障，且規劃了“適度多元”的博彩旅遊業

英、葡三語和諧統一的展示在上面，文字發揮各

城市發展方向，城市形象塑造包含服務設計，不僅

自的作用。

需要向本地常駐人口，也要向世界遊客提供優質服

三是創新性；多元文化形態豐富了澳門的人文

務。澳門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訪澳遊客達三千零九

風情，為應對三種文字的現實需求，多種字母的協

十五萬零三百人次，其中內地旅客佔66%，中國香

同設計既是挑戰，也為設計創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港和台灣旅客分別佔20.7%和3.5%，其餘9.8%來

性。在葡萄牙執政時期，澳門街道路牌採用葡文和

自不同的國家。因此，作為國際旅遊城市的澳門，

中文兩種文字標識，其中葡萄牙文佔路牌面積的四

城市視覺導視系統的建設和完善至關重要，最基本

分之三，中文只佔四分之一，葡文在左，中文在

的信息傳遞是設計合適的文字符號語言，需要服務

右，且中文為直書。澳門回歸後，街牌文字的佔比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遊客。

發生改變，形成了現在中、葡文各佔一半，中文在

2. 符號、象徵與情感設計

上、葡文在下的樣式，中文標識由原來的直書改為

語言本身也是符號的存在，通過辨認不同的語

橫書，當代街道路牌形式上的改變，體現了中文的

言符號，獲取不同的信息，不同國家與民族、地區

地位以及重要性。

與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符號。澳門的“三文四語”是

四是藝術情感性；情感式設計是設計理論家唐

一種混合的語言符號，或者說澳門的“三文四語”

納德·諾曼（Donald Norman）發明的詞彙，從

本身就成為澳門的一種符號，三種文字共存的路

認知科學的角度闡釋情感於人類對世界的重要作

牌、廣告或標語等都是澳門的一種特殊文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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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澳門街牌是以葡萄牙瓷磚畫（Azulejos）

以及地域等方面的差異，其選用的語言文字也會不

作為範本，以藍白色為基調，將中葡文字用於街牌

同。如中葡兩種語言現象。中文的語言現象包括數

名稱的字母設計方法，並探究符號與澳門城區街牌

詞、形容詞以及粵語方言的帶入。在坊間流傳的命

字母設計的聯繫，明晰“圖像、指示和象徵性”對

名大多按照中文的文化習俗，剔除忌諱的詞語而

字母設計的影響。

命名，為契合澳門居民習俗習慣，政府更改了許

基於皮爾士符號理論；符號代表某種特定含

多街道的命名。如為紀念喬治·錢納利（George

義，它是特定對象間相聯繫的任何事物，或自然形

Chinnery）英國的一名畫家而命名的錢納利街，

成或人為設計，俱有向特定對象傳遞信息、建立聯

因為中文解釋中帶有對“錢”徵收“利息”的含

繫且能廣泛傳播的功能。設計的語言符號是信息傳

義，所以改名為近似讀音的“千年利街”，也是澳

播的重要媒介，人們了解、讀懂並記住這個符號，

門人對生活的一種美好心願。葡文的命名語言現象

而成為這個符號的任何東西均能通過與人建立某種

主要存在於音、意、譯三個方面，因為拉丁字母是

關係而被廣泛傳播。當設計出一種被大眾認可的符

表音文字，中文是表意文字，這三個方面體現澳門

號，更多的人認知該符號並為此進行消費，符號的

語言的多元化現象，形成澳門城區街牌語言特色。

作用和價值便體現出來。

1. 澳門街牌名的結構方式（省略、簡稱和代稱）

符號創造的價值分為人文價值和商業價值，

澳門街道名稱的生成方式可略分為以下三種：

設計最終目的是創造價值，無論是商業還是人文

一是澳門原居民對澳門街道的命名，命名使用的文

價值，都能夠製造一定的影響力，作用於生活、

字和詞語體現了當時的生活狀態，使用自己熟悉的

審美、文化和社會。設計價值也體現在傳播中，

事物命名。二是從葡語翻譯過來的名字，體現了葡

獨特、新穎、含義深遠的符號設計會被延用和流

萄牙人的文化色彩，街道的名字通過葡萄牙語的翻

傳，對於日常使用的文字符號更是需要好的傳承。

譯、音譯、半音半譯等三種方式命名。三是通過原

中、英、葡三種字母混合的情感化設計使用，
成為澳門一種文化和傳播符號，打造出澳門的語言
文化品牌。

有街巷名或山丘地名等派生出的街道名。
澳門街道街牌名的結構方式為：中國人名、外國
人名、中國地名、外國地名、吉祥語、百物百業、自
然環境及方位，標誌性建築、家族姓氏及村、歷史性

二、澳門城區街牌字母混合使用設計方法

日期、戲謔等多種類的結構方式。以人名做專名，是
澳門街道命名的重要而普遍的手法，且數量龐大，表

對於澳門歷史街區文字設計的探究分兩個方

現的文化特色十分鮮明。據統計有86%以葡萄牙人

面，一是源自歷史和地域發展的老街巷子，從道路

名命名的澳門街道，並且多為宗教領袖、軍政領袖

的分佈到命名都體現了澳門街區的原始風貌，“三

及要員。以中國人名命名的街道佔總數的14%。街

文四語”的文字使用現狀，加大了設計的工作量，

牌名、路名是生活中常用的定位語言，很多街道的

迫使混合文字的功能性設計必須達到更高的要求。

命名過於複雜，自然按照中文的語言習慣去指代這

二是借鑒現今的文字設計案例，著重於澳門歷史城

些街道。這些被省略、簡稱或代稱的街道名大多由

區的文化保護與活化，以及商業街區推廣的共同需

葡語翻譯或音譯過來的名字，繁瑣複雜讀音繞口，

求，創建澳門的城市形象視覺品牌。

字數冗長不便信息傳達。如“罅些喇提督大馬路”

(一) 歷史城區街牌演變及設計規則

40

葡文名為“Avenida de Almirante Lacerda”省
略稱為“提督馬路”。“新馬路”是遊客聚集的一

澳門街牌的語言現象指街道的命名以文字方式

條重要馬路，名字是“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葡文

在街牌上的具體表現。鑒於不同街道的歷史、人文

名為“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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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斜巷”其實是由於靠近大三 巴 而 得 名 ， 名 字
是“聖方濟各斜巷”，葡文名“Calcada de
S. Francisco”。
2. 中、英、葡三文設計規則
中、英、葡三文及粵、普、英、葡四語的使用
蘊含著不同的語言現象，並隨著歷史的發展變化，
從設計的角度綜合語言現象和使用變化，適當保留
三種文字的個性，合併文字中的共性，尋找三種不
同文字的設計平衡點。
首先，結合語言文字的傳達特性，在多語言設
計中注意用字、用詞的準確性，尊重每種語言的語
法和結構，完整的傳達每種語言的含義。其次，關
注設計的細節，不同語言文字有著不同的間距，包
括字元之間和每個詞之間。正確的字元和詞語距離
才能輕鬆完成閱讀，相反太緊密或太疏遠的字母干
擾了閱讀，甚至導致無法辨識、理解要傳達的信
息。最後，一件好的設計作品，能提高人們取得語
言文字符號傳遞出的信息故事，並使不同語言文化
背景的人，根據符號的指示獲取相同的文化信息內
容，即通過設計的文字符號俱有快捷準確、傳播範
圍更廣泛的功能。基於澳門複雜的語言環境，更是
需要結合文字字母的設計規則，設計規劃好本土語

圖5 • 香港中環路牌，李四攝，2019年

言文化符號，才能更好的傳播、推廣澳門多元化歷
史文化，吸引更多的人來認識和了解澳門。
3. 與“二文三語”的香港街牌字母設計比較

門街巷的路牌文字設計實現了文化傳播的功能，

同澳門街牌字母設計比較，香港的街牌英文

而“三文四語”的文化符號融入了澳門街巷路牌

與中文所佔的面積比例大致相同，採用英文在上

的字母設計中，並將其符號化，變成了一種文化藝

中文在下的排列。但是後來出現的地鐵指向牌則

術形式。如此，文字傳統的“讀”的概念轉變為可

是中文在上英文在下，頂端的站牌名採用立方體

以“看”的圖形，實現文字的視覺效果提升，最終

的設計，使用中、英各佔一個立面的設計方式。

形成功能與形意合一的文字設計。

（圖5、圖6）

2. 文字設計與圖形化處理
文字除傳遞信息之外能體現出裝飾、象徵和圖

（二）澳門城區街牌字母混合使用設計方法

形上的意義，通過設計的改變和升級，使其俱有審

1. 文字的功能與形意合一

美價值和視覺衝擊，展現出文字的感染力。最早的

文字設計的功能與形意合一，需不斷挖掘被設

漢字文化也是從象形文字開始，以圖形來表達相應

計文字的外延與內涵，通過外延和內涵發散性的拓

的含義，體現了“形意結合、以形表意”的文字形

展，最終找到合適的形象定位。當一個物體或文字

式。現代設計的文字圖形化處理變成了一種設計風

的符號化，其傳播的寬度和深度會大大提升。澳

格和形式，設計師通過對文字基本元素的進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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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香港尖沙嘴地鐵站站牌（顧躍提供）

索，找到設計切入點，以“形”表達含義、將“意”

成。通過文字本身所含有的點、線、面再組合，每

融入造型。圖形化的文字更容易激發人們的認知和

一種文字都有千千萬萬種字體，即便是被同一命名

興趣，設計師通過形象和意思的雙重設計將文字圖

的手寫體，也因寫字的主體——人的不同而千差萬

形化，這常用於品牌標誌的創作中。

別。三是色彩。可通過正負形的方式，去掉黑色文

澳門的街牌從形式上有著天然的設計優勢，將

字的一部分，用白色底的方式表現（一般用黑白表

文字的圖形化處理巧妙的運用其中。吸取了葡式文

現），形成一個黑白兩種不同顏色表達兩種不同含

化的花紋特色和材料，採用藍白搭配的配色處理，

義的共生圖形。不同的大小、形狀、粗細、長短甚

中文和葡文的組合形式，使澳門的街牌成為一種澳

至顏色都有不同的圖形化組合，將這些元素集於同

門的語言符號和文字的圖形化設計。

一個畫面主體中，元素的重迭交織形成不同的畫面

3. 文字圖形化的構成元素
文字圖形化的構成主要分為三點，一是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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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和感染力。

形態。文字通過形變，成為一個完整的且具同字意

（三）“三文四語”字母設計的相關案例

表達相同含義的形態，文字的形變力度不宜過大，

澳門的支柱型產業為旅遊業、博彩業、服務

否則致文字本身形態的無法辨認。二是文字的構

業，服務於支柱產業的文字設計，體現了澳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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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商業文化系統。

觀，為澳門文化傳承和發揚的重要途徑。

1. 文化遺產街牌的字母設計
澳門現代文字的設計分析源自歷史城區字母設

三、“三文四語”影響下的字母設計思考

計方法，以澳門文化遺產的標誌為例：大三巴牌樓
的標牌，左上方印有“澳門文化遺產”的標誌，是

由於中西字母的字體、風格設計存在差異，

由變形的“文化”二字將白色圓形不規則的分割，

中、英、葡三文字母混合設計要融合這種差異，

形成圓滑與尖銳的碰撞。整個標牌為深褐色底色設

表達出一種混合設計風格，體現了澳門多元文化

計，訴說著澳門歷史的凝重與滄桑，與白色文字形

現實。

成鮮明地對比，給人以視覺衝擊，中、葡、英文的
使用，滿足了不同受眾的信息獲取。作為世界遺產

（一）中英葡“三文”字母設計差異性

的鄭家大屋標牌，其標誌由外圓內方、相互聯通的

1. 思想文化的差異性

白色線條所組成，外圓及相互聯通的線條代表了世

在早期的文化交流中，與西方的拉丁文字母截

界大同，而尖角向上的內方，隱喻了積極向上和

然不同，漢字表現出漢語言文化的獨特魅力。中國

個性張揚。這兩個標示牌在外觀形制上又有所不

的漢字吸引西方國家的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學習

同：“大三巴”標示牌為平面牌式設計，與其代

和研究中國的漢語言文化，這部分人同時在中國傳

表性景觀——大牌樓的外觀不謀而合；而鄭家大

播西方的文化。

屋的標示牌則為立體柱式設計，與雕樑畫棟、迴

在中西方使用的語言上，西方的字母簡單靈

廊暖閣的整體建築協調一致，二者將藝術性、實

活，形似圖案的字母賦予了很強的設計感，通過裁

用性、情感性和信息傳達性融為一體，體現澳門

剪、拼貼、錯位、重複、迭加等一系列的設計改動

特色的設計理念。

都可以實現。而漢字的設計改動卻要更加的小心，

2. 商業地圖的字母設計

很多漢字筆畫的缺失或重複，都可能導致原本設計

以旅遊業角度，文字設計的作用是指示旅遊者

的字變成另外一個字。現代漢字的文字設計發展比

順利找到旅遊參觀的景點，路牌設計則承擔著城市

英文字母設計相對落後，中國的設計師一直在努力

視覺符號語言因素和輔助地圖意義。

更改這個局面。

澳門現存旅遊地圖、文創地圖、藝術地圖、澳

2. 中西字體的不同設計方法

門遺產地圖等幾個種類，地圖的設計形式和目的各

文字的屬性不同，設計方法亦不同。將西方

有不同。如澳門旅遊地圖介紹澳門的基本資料和現

文字的設計方法應用於漢字或相反，均不能盲目

狀，並標註了澳門世界遺產、購物地點和酒店等，

運用，要尋找更合適的文字設計方法。以下從四

專門服務於來澳門旅遊的遊客的遊覽地圖。澳門文

個方面闡釋：

創地圖主要介紹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地圖集合了

（1）文字的外形特徵（正負空間對比）

澳門大大小小的文創店，以手繪的形式繪製了澳

字的形態是識別文字和辨認字意的途徑，體現

門的文創地圖。手冊使用了完整頁面分別介紹了

了文字對一定人群傳達信息的主要功能，通過字形

49個文創地點，每一個地點都手繪出文創地的建

可以認識和識別中西字體的差異。漢字字形的基本

築、環境或代表物，輕鬆可愛的風格襯托了文創

構成是一些“筆劃”，所謂“橫平豎直”，橫代表

的藝術性，文字設計風格以手寫體為主，小字使

漢字“一”的筆劃，豎代表 “丨”的筆劃。“橫

用簡潔的印刷體。

平豎直”也是漢字的一種書寫態度和漢字的形態特

澳門商業文字設計定位是基於文化歷史特色的

徵。由筆劃組成的漢字叫方塊字，方塊的字形相對

文字風格化設計，目的推廣澳門獨特的歷史人文景

平穩但略“呆板”，筆劃不易進行拆分設計，否則

2019年•第104期•文化雜誌 RC

43

顧躍 徐妍•“三文四語”：澳門街牌字母符號的情感化設計

城市形象

會影響字意的表達。由於漢字的整體形態方整，在

的排版由於文字本身具有的方塊形狀顯得更加方

有限的“方塊”中，筆劃數量多的文字幾乎沒有可

正，中文字體的變換無法改變方塊字的本質，字元

以創作的“負空間”。

的出現也難以改變漢字帶來的四方感，畫面的細節

拉丁字母是有26個大小寫字母組成，每個字

也是方體和直角。英文字體的排版則與中文完全不

母都區分大小寫變化，通過字母的排列組合形成單

同，大小寫字母的變化讓整個畫面顯得錯落有致，

詞，每個字母都有自己獨特的形態。拉丁字母的抽

偶然出現的標點符號與字母本身的圓點、圓圈成為

象化程度很高，如字母A的演變，從一個牛頭的形

整個版面的點綴。即使不用英文字體也表達了字母

象演變成了現狀的A。如L、S、U、V等字母俱有

不同的個性，讓文字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封閉式的外形，字母更加抽象化可聯想到一些具體
的實物。文字的設計本身也會使文字變得抽象，引

（二）中西字體表現風格的情感差異

起聯想，且拉丁字母有很大的“負空間”，字母周

中西字體的風格差異主要在文字表現的情感

圍的“留白”不僅是一種白顏色，這種“白”給予

上，字體或活潑可愛或鏗鏘有力或棱角分明或光

設計更多的想像力，其不僅僅是一種顏色，更是一

滑圓潤；有的字體經濟實用，有的字體被稱“藝術

種設計概念。

字”。文字表現出的情感激發設計驅動力，如有人

（2）文字的表意方式

批評Helvetica（新無襯線體）字體太中性化，而

漢字的每個字是獨立存在的，一個字可以構成

這恰恰體現了這個字體的不中性。感覺觸碰不到的

含義，對文字的再創作要保證每個字的字意不被破

情感化文字，其實都存在於人們的潛意識中，偶然

壞和曲解。拉丁字母由單個或多個字母組成單詞表

說的“太中性”的評價暴露出人們的情感。

達含義，只需單個字母含義的非常少，所以拉丁字

英文雜誌和國際一線品牌如《VOGUE》、

母需要搭配組合傳達信息。漢字表現則可進行單個

《Harper’s Bazaar》和《ELLE》等均傾向

字的設計，形成海報、封面、廣告設計等，拉丁字

Didot字體，常把該字體放大到封面，文字本身的

母則主要通過單詞、句子或段落進行設計。無論任

特點增加了字母的韻律和感情色彩，並搭配時尚的

何一種文字形成的設計，都需要文字發揮功能傳達

明星模特，引領設計的潮流風尚。英文一些字體設

信息，設計方法不能破壞文字的功能性。

計具感情色彩，如聖誕節期間供下載的PWChrist-

（3）文字的讀音

masfont字體，字母被設計成聖誕樹上的裝飾掛

拉丁文字的字母以表示讀音出現的，如字母A

件，字體用作聖誕賀卡的製作，感情體現在了每

在英語和葡語中有著不同的發音，葡語中母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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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祝福話語中。

母A上有時會出現“~”的符號，這時的A要發鼻

中文字體中常使用宋體字，應用在書、信函、

音。無論是在語法還是語言上，需要給字母加注

廣告、海報上，由於宋體字不會給感官造成強烈衝

標音符號，一個代表發音的符號。漢語發音的拼

擊，宋體也作為內容文字的首選，成為“經濟實用

讀也是使用拉丁字母標註的，用26個字母通過聲

型”字體。設計字體中，值得一提的中文字體是“康

母和韻母的組合，加註四個不同的音調組成。了

熙字典”體（繁），但由於歷史原因，這個字體並

解文字的發音，找出粵語、普通話、葡萄牙語和英

沒有簡體字。這個字體筆劃間距與現在的字體不

語四種語言發音的相似性，通過相似又近義的四語

一樣，整套字體不是規矩地被限定在一個方塊內，

共同作為文字設計的主體文字，體現澳門“三文四

而是有收有放，類似手寫的書法體的痕跡，但又有

語”的語言特色。

印刷體的秩序。同樣類似的字體還有“蘇新詩古印

（4）文字的韻律

宋”（簡）及其變體也是簡體字的首選。（圖7、

文字的排版設計體現了文字的韻律感，中文字

圖8、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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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感受澳門”APP首頁截圖

在某種意義上，情感會影響判斷，改變思考方
式，對待事物的標準也隨著情感而變化。所以面對
字體設計，字體所傳達出怎樣的情感，是進行設計
時要關注的問題。
（三）中西字體與圖形的關係
圖7 (上)•PWChristmasfont字體截圖
圖8 (中)•EasterFont St字體截圖
圖9 (下)•“康熙字典”字體截圖

圖文關係是排版設計中的一個重要元素，文
字與圖的配比關係以及網格化的處理，體現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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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設計的設計方法。中西方字體在字形上的差異

響的，探究中、葡到中、英、葡的語言消長變化，

決定了兩種文字與圖形搭配關係的不同，漢字空

尋找澳門獨特街道名在街巷、景點等路牌標示中的

間佔比比較大，在與圖形分配比率的時候通常留

具體應用，雙語至三語路牌的字母設計變化彰顯出

白較少，設計的畫面容易產生擁擠。西方字母的

澳門文字情感設計的奧秘。

形態簡潔，很多字母都能一筆寫成，自然字體空

“三文四語”亦是提煉的澳門語言文字的靈

間的佔比比較少，與圖形搭配時能產生更多的分

魂，展示了澳門城市的個性和文化底蘊。街牌藍白

配方式和關係。

相間的瓷磚印刻著中文和葡文的字母語言符號是探

早期的排版設計是為在有限空間內塞滿更多

索澳門街道的文化密碼。特別是澳門回歸後，街道

的內容而產生，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充分利用每一

改造最大的變化是“圓形地”，曾作為花園的圓形

塊資源。現代設計更加注重“白色”的設計。字

地變成了現在圓形交通路口，圓形地也從無交通信

與底的關係處理尤為重要，在處理中西文字與圖

號燈變成現在有交通信號燈，綠色路牌加入了英語

形的關係時，一定要有留白的概念，讓文字的設

變成了“三文”道路指示牌。一些在旅遊區和文化

計變得更加現代和清晰。（圖10）

遺產區的主要分岔口，新放置了中、英、葡三種文
字的方位指示路牌。

四、結語

澳門“三文四語”視覺設計語言發展越來越成
熟，並順應數位化時代的發展，將此文化特色服務

簡言之，澳門多種語言與文字使用的歷史已逾
四百年，社會生活及環境變化與澳門語言是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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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體的社會設計， 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

關產業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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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改革前的香港監獄鞭刑
王文晶 * 張坤 **

摘 要

通過對英國議會文書中相關資料的詳細解讀，本文揭示了軒尼詩改革前對香
港華人司法不公的細節問題。軒尼詩在1877年擔任香港總督之初，即發現香
港監獄中存在著對華人濫施鞭刑的問題。透過對香港監獄濫用鞭刑的實際了
解，軒尼詩質疑了香港鞭刑的合法性問題，對香港鞭刑的殘酷性現實予以揭
示，最終提出了改革鞭刑的建議，從而開啟了一系列刑罰改革的先聲。

關鍵詞 軒尼詩；香港監獄；鞭刑

鞭刑作為古老的刑罰，在世界各地一度廣泛存

一、1877年以前鞭刑在香港的濫用

在。在英國佔領香港最初幾十年中，鞭刑在監獄中
的使用十分普遍，尤其針對華人犯。然而從1877年

對罪犯施以鞭刑，究竟是英國古老刑罰的延

軒尼詩（Hennessy）擔任第八任港督起，香港的

續還是中國歷史上笞刑的變體，在這裡並不十分

鞭刑引起了他特別的關注，從而開啟了以減緩鞭刑

重要。十九世紀，英國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幾乎

為抓手的一系列改善香港華人處境的改革措施。這

都有鞭刑，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英國在殖民地實

時期香港的鞭刑究竟呈現何等狀況，其原因何在，

行對白人和當地人刑罰的雙重標準。就英國本土

軒尼詩如何推動香港鞭刑改革，關於這些問題，目

而言，鞭刑於1718年被流放取代，後因人民怨恨

前已有的研究尚未給出明確答案。以下根據《英國

絞刑和流放而一度於十八世紀60-70年代死灰復

議會文書》（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和

燃。 1 這就意味著，在英國本土，鞭刑是作為一種

《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相關資

酷刑而存在的，它不應被廣泛使用。但在香港殖民

料對上述問題進行闡述，以期豐富早期香港司法

地，鞭刑卻一度廣泛地存在著。以下為香港和英國

史的認識。

本土鞭刑情況的比較。
表一為1867-1876十年間香港每年受鞭刑的人
數及鞭刑次數，數據來源於1867年1月1日至1876

* 王文晶，暨南大學中外關係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 張坤，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
方向為中英關係史及澳門史。
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鴉片戰爭後港澳對外
貿易文獻整理與研究”（編號：16ZDA130）階段性成果之一。

年12月31日的監獄記錄。 2 由此可知，這10年間的
鞭刑總數為1,945下，受刑人數達1,555人。在這十
年當中，少則每隔兩天就有中國犯人被鞭打，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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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867-1876年香港的鞭刑（分兩部分，軒尼詩整理）

見，“幾乎所有華人犯都要受到鞭打，數目從20
到100鞭不等。很少人會受100鞭，大多數為40到
50鞭。 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表一的資料並不僅僅
是針對華人鞭刑的統計，也包括白人在內。香港殖
民地醫生艾爾斯（Ayres）在1877年7月6日的報
表二•英國本土和香港鞭刑比較（軒尼詩整理）

告也明確指出“有兩個歐洲人（一個士兵，一個
水手）在受刑後並未出現以上情況（肺病）”。 6
由於香港監獄中白人數量很少，對其濫施鞭刑的問

幾乎每天都有人受鞭刑。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受
刑人數和鞭刑次數出現偏差，是因為有的犯人一年
內會受兩次甚至三次鞭刑。有時兩次鞭刑之間的間

題並不明顯，相反華人遭受過度鞭刑的情況引起了
軒尼詩的關注。
二、對香港鞭刑的合法性質疑

隔太短，犯人身上的鞭傷還未痊癒就要受第二次鞭
打。表二為英國和香港鞭刑情況對比圖。 3 這組資

軒尼詩對香港鞭刑的濫用進行指責，其鋒芒直

料來看，只就英格蘭一島而言，人口為2,400萬，

指香港鞭刑的合法性問題。他在1877年7月6日致

香港人口為14萬，香港不及英格蘭人口的千分之

卡納芬伯爵（Earl of Carnarvon）的信中，再次

六，而鞭刑次數高達1,149次，佔英格蘭的23%，

提到過度使用鞭刑的問題，他稱：“據我所知，英

香港監獄過量使用鞭刑的現象可見一斑。在此時期

國沒有哪一部法律給於香港法官和巡理府如此廣泛

的香港監獄中，大大小小的案件幾乎都使用鞭刑。

使用鞭刑的權利。” 7 針對軒尼詩的質疑，香港維

被判處鞭刑的犯人最常見的罪行是盜竊罪（larce-

多利亞監獄代理監督（Acting Superintendent）

ny），通常判以10鞭（有時為5鞭）；吸煙、打

湯姆林（Geo. L. Tomlin）在1877年6月27日特

架、污言穢語、頂撞獄卒、上工拖延、毀壞樹木、

別發表了《關於公開鞭刑的報告》，在報告中，他

偷食物等罰以5到12鞭不等。

坦承“我沒有注意到任何有關公開鞭刑的法令”，

4

由上述可見，香港監獄中的鞭刑是非常普遍

48

僅僅對鞭刑的執行情況進行了說明：

的，甚至到了濫用的程度。對華人犯尤其如此，

（一）由最高法院判處的公開鞭刑在

其所受的懲罰有鞭刑、苦役和監禁。鞭刑尤為常

港長辦公室 （ harbour master’s o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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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鞭刑台執行，由典獄官和殖民地醫
生監督。

判決犯人的一項附加懲罰。
香港殖民當局對鞭刑有無明確的規定呢？答案

（二）鞭刑工具為九尾鞭，其規制與

1865年5月1日殖民地事務大臣 （ secretary

是肯定的，軒尼詩在1877年8月30日致卡納芬伯爵
的信中明確了這一點：

of state for the colonial ） 頒佈的265

1863年的第四號法例的第九部分規定：

號《參閱輔政司的信》（vide colonial

監獄監督（Superintendent of the Gaol）

secretary’s lette ） 中規定的一致。

可以對犯有重罪的犯人判以體罰，但不得超

（三）除非收到來自高等法院的犯罪

過12鞭。在查看回件時我發現在實際操作

日曆 （ criminal calendar ） ，否則不會執

中，監督通過給一位犯人判處兩次鞭刑而將

行鞭刑。

其在一天內鞭打24鞭。 12

（ 四 ） 犯人在受刑前都會由殖民地醫生

進行檢查，以確定其身體能夠接受懲罰，由
醫生開出證明並提交給港督，然後港督允許
在警察局規定的時間裡執行鞭刑。

對罪犯施以過度鞭刑是問題的另一根源。
監獄監督何以如此漠視法規？或者我們可以將
此視為他們在懲罰犯人方面有酌情處置的廣泛權

（ 五 ） 犯人在受刑後會在殖民地醫生那

裡接受治療，直到其背部傷口痊癒。

由此可以看出，監獄監督無視既定制度，擅自

8

利，但在一般情況下，對犯人判處第二次的鞭刑
需報請總督批准。軒尼詩提到，在他視察監獄“兩

由上可知，香港的公開鞭刑並未有專門的法律

到三周後，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向我要指

依據，但被殖民地政府執行，其鞭刑工具正是依據

令以對區亞富（Au-a-fu）和任亞滿（In-a-man）

殖民地大臣的筆頭說明。可以說，鞭刑是英國政

執行第二次鞭刑。他對此感到猶豫”，13可以肯定，

府對殖民地刑罰區別對待的產物。至於什麼樣的

他的前任們不細查情況而草率地授權的做法定然存

犯人要接受鞭刑，上述聲明中未有明確區分，根

在，這是導致監獄監督濫施鞭刑的潛在原因。律政

據第3條，似乎所有罪犯都會接受鞭刑。其中所提

司（Attorney General）在1877年10月27日致輔

到的鞭刑前醫生的檢查和鞭刑後的治療表明殖民

政司的信中指出：“據我推測，監獄監督並不是在

地政府並未完全拋棄人道主義，至於具體的情況

所有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只有在1863年的4號發

則另當別論。

令中授權監督可以給犯有重罪的犯人施以懲罰。”

在香港殖民地，“港督的高度集權是19世紀香

而監獄監督們自己也有一些實際的理由。比如有的

港政治制度的中心環節”， 港督擁有立法權、行

犯人因試圖越獄而遭受了額外的鞭刑， 14 另外還有

政權和一部分司法權。在法治方面，有經諮詢立法

誤判。湯姆林本人承認在一些案件中他做出了錯誤

局後制定香港法律和法例的全權，赦免罪犯和宣佈

的判決，他為自己辯解道：“在做這些判決期間，

港督軒尼詩提到他的前輩奧斯汀

監獄有大量的罪犯需要處理，許多時候我每天需要

先生（Mr. Gardiner Austin）3月14日的信件，

調查案子超過30件。”15 對此，律政司菲力浦（G.

其中提到“他免除了兩個中國人的公開鞭刑，他們

Phillippo）也認為，地方法院事務繁多，偶爾出錯

犯‘在港口船隻上搶劫，且攜帶攻擊性武器’罪，

並不奇怪。 16

9

緩刑之權等等。

10

被判以服五年的苦役。”而在軒尼詩到達香港後的
幾天，“有另外兩個中國人被判以服三年的苦役以

三、鞭刑的殘酷性

及各受三次鞭刑，其中之一被定罪為綁架罪，另一
個為搶劫和傷害罪。” 11 可見總督有權赦免對犯人

香港鞭刑的殘酷性首先在於其刑具的獨特性

的鞭刑，而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鞭刑是對所有被

上。監獄使用的鞭子起初為藤鞭，後以九尾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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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17 九尾鞭，英語中為“cat”。九尾鞭沒有固

他身體垮掉主要是由於這些年在監獄中他所受的

定的長度，手柄上連著九條小鞭子（小鞭子有時

各種懲罰。 21

數目不等）。九尾鞭的使用給犯人的身體帶來嚴

對此，斯諾登法官（Mr. Justice Snowden）

重損傷，殖民地醫官威爾斯（Wells）和奧布萊恩

在總體上認為刑罰不應違背人道和公正的前提下，

（O’Brien）醫生說：“我們認為九尾鞭是一種

認為艾爾斯醫生的“陳述並沒有足夠的可靠依據，

很重型的刑具，它的影響可能會深入到細胞和肌

所有背部受過鞭刑的中國人會患有不同程度的肺病

肉組織，導致物質的流失，使得傷口長時間難以癒

這一說法肯定不能形成定論，艾爾斯醫生對於莫亞

鞭上的結增加了其著力時的傷害度，使得

貴之前的健康狀況明顯沒有足夠的了解，所謂的獄

合”。

18

這種鞭刑的殘酷性大增。

卒的陳述在許多方面缺乏，信息是毫無價值的。他

使用九尾鞭一度被香港的法令所禁止。1862
年的第六號當地法令規定，所有施於犯人的鞭

其他病症。” 22

刑必須使用藤鞭。1877年代理監督（Acting

軒尼詩記錄了自己參觀監獄時令人震撼的一

Superintendent）達科特（Captain Ducat）做

幕：“在醫院裡，有兩個瘦弱的病人爬到我腳邊

了一份文件表明：1873年監獄中的違法鞭刑案件

哭，他們看起來非常虛弱。從翻譯那裡我了解到，

總數達225件。

這兩個人就是5月10日受鞭刑的人。他們哭訴說他

19

相比較而言，同時期印度的鞭刑刑具不似香港

們的肌肉被嚴重撕裂以至於傷口無法癒合，晚上

的殘酷。“在印度，鞭刑一般為臀部受刑，使用四

無法入睡。湯姆林先生說，他們的傷口至今還未癒

尺長，和男子食指一樣粗的鞭子。”

50

身體健壯並不意味著他不會感染肺結核以及遺傳有

20

艾爾斯醫生

合。在他21日的備忘錄中記錄了這一事實：

在1877年7月6日的報告中指出，“在我過去八年

區亞富（Au-a-fu），於1877年4月

的經驗裡，我從沒有見過比九尾鞭給皮膚帶來的傷

23日判刑，在5月10日下午4點受第一次

害更嚴重的傷了。”他進而以一些受過該刑的犯人

鞭刑。19日仍有12處傷口在流血。任亞滿

情況進行說明：

（In-a-man），1877年4月26日判刑，在

有一個犯人，他在受鞭刑後，臀部形成了一個

5月10日受第一次鞭刑，19日，仍有8處傷

很大的腫塊；還有一人，受刑後其傷口在六個月之

口在流血。大約十幾天後，我和史密斯先

後也沒有完全痊癒。（此人在1878年3月1日被罰

生參觀監獄，我們看到這兩個犯人的背部仍

用九尾鞭打36鞭，在5月14日檢查時，傷口未痊

在流血。兩到三周後，殖民大臣（colonial

癒，仍在潰爛。到6月3日，儘管潰爛的部位表面

secretary）向我要指令，以對區亞富和任

上看起來好了，但傷口依然沒有痊癒。直到9月初

亞滿執行第二次鞭刑。” 23

檢查時，傷口也未完全癒合。）此外，九尾鞭還會

上述記載呈現了受鞭刑罪犯的悲慘處境，同時

在犯人身上留下永久性的疤痕。艾爾斯的調查報告

提到犯人被第二次施以鞭刑的問題。作為港督，軒

中指出，九尾鞭會給犯人背部留下永久性的傷疤，

尼詩有權根據監獄監督的提請發出第二次鞭刑的指

而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裡，中國下層勞動者做工

令，但他在這種情況下猶豫了。為了解“犯人如此

時通常袒露上身，這樣就會露出他們身上的鞭痕，

虛弱以及傷口癒合非常緩慢的原因”，軒尼詩做了

從而受到同伴的嘲諷，造成一種精神上的折磨。艾

一些調查，發現對即將接受鞭刑的犯人進行懲罰性

爾斯還提出，鞭刑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肺水腫。有

飲食——白水加米飯是罪魁禍首。這是去年監獄委

一個叫莫亞貴（Mok a kwai）的犯人，他犯有很

員會對中國犯人飲食的新規定，而卡納芬伯爵曾在

嚴重的肺病，肺部頻繁出血。而他並沒有肺病病

去年5月7日第25號文件中予以反對，但目前已經

史，且在他進監獄之初他的身體“強壯有力”。

被嚴格執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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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伴隨著鞭刑同時進行的懲罰性飲食致使
犯人傷口癒合緩慢，無形中成為鞭刑殘酷性的另一

他建議在昂船洲另建新獄，但未獲得英國殖民地
部的同意。 30

種表現。監獄規定，在受鞭刑之前的幾天裡，犯人
只許吃白水和米飯（rice and water），沒有任何

四、莫亞貴鞭刑致死事件

調味品，這不利於人的身體健康。殖民地醫官針對
取消中國犯人日常飲食中的酸辣醬這一事件稱，“酸

軒尼詩注意到一個名叫莫亞貴的中國犯人，他

辣醬中的調味品在幫助犯人消化大量的米飯中是必須

被非法鞭打四次，並於1877年9月28日因肺結核死

的，取消酸辣醬會引起消化器官的許多問題，如消化

於獄中。根據殖民地醫官艾爾斯醫生對其死因的審

不良、胃絞痛、腹瀉等”。他還指出在印度，沒有

理記錄，此人為一位舊刑犯，且患有肺結核，“讓

遵循他所提出的食譜被認為是引起麻風病的原因

他出獄的有一半原因是他大部分時間住在醫院。從

之一。除懲罰性飲食外，犯人還要服“最繁重的苦

判決到現在他一直住在醫院，我給他開了他目前無

他認為這些都成為犯人在受鞭刑後傷口長

法出席犯罪審判的證明。昨天他因肺結核而死在醫

役”，

25

院。他患有肺結核病已有很多年了。”以下為莫亞

時間不能痊癒的原因。
鞭刑的當眾執行問題也引起了軒尼詩的關

貴接受鞭刑的記錄：

注。“鞭刑為當眾公開執行，執行時犯人背部貼

1873年8月4日，莫亞貴因“製造噪音”

著漢字寫的標籤，從監獄押至執行鞭刑的鞭笞台

被監獄監督（superintendent）罰以背部鞭

（位於上集市（upper bazar）的最西面），在

打6鞭。1873年10月6日，他因“製造噪音”

軒尼詩曾轉引

被以同樣的方式處罰。1873年12月13日，

那裡受刑，然後再押至監獄”。

26

香港一位歐洲名流的說法：“把半裸著的中國犯人

他再次因“製造噪音”被罰以背部鞭打3鞭。

押到擁擠的街道上遊行，公開展示英國獄吏揮舞著

軒尼詩據此引用艾爾斯醫生關於“鞭打中國人

有力的臂膀鞭打中國人流血的身體……這一場景是

和其他東方人背部會導致肺充血，而且有時會導

大多數小孩從這個文明政府中所接受到的唯一的一

致不可治癒的肺結核病”的論斷（斯諾登法官對

課”。 他以此表明公開鞭刑損害了香港政府的文明

此持異議），認為“儘管在1873年莫亞貴只受了

形象，製造恐怖場景，容易引起華人的敵對情緒。

15鞭，但這有可能已經為其最終的死亡埋下了種

對此，奉命進行調查的斯諾登法官也坦

子。”根據他的調查，莫亞貴“經常患有一些小

言：“我一直認為公開展示一種痛苦的刑罰，其

病，例如支氣管炎，但事實上他一直不被允許入

價值是值得懷疑的。對一個受了很重懲罰的人，

院治療，直到1876年5月因肺結核住院，一直住

圍觀者並不知道他受罰原因，就會將其視為受害

到1876年10月。”但隨後的出獄及再次入獄並被

者而同情他。如果他毫不退縮且很勇敢的接受懲

施以鞭刑給莫亞貴虛弱的病體以最後一擊：

27

罰，會引起群眾的讚揚，疼痛就會降低，懲罰也
就不那麼重了。”

1876年10月30日早晨，他因持有“違禁
物品”被罰以背部鞭打6鞭（那時他還在生

28

此外，還有香港華人監獄的擁擠狀況。1877

病），隨後被流放的。

年5月艾爾斯醫生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犯人的居住

九個月後他因在流放期間返回香港而再

面積遠遠低於平均水平，可想而知當時的華人生

次被捕。據艾爾斯醫生說，莫亞貴重新入獄

活在怎樣的環境裡。監獄過於擁擠，通風不暢，

後即因“肺結核晚期”送到醫院。他病的很重

再加上天氣炎熱，空氣污濁，使得犯人極容易感

以至不能出席審判，後死於9月28日。

染、生病。軒尼詩多次指出，犯人受刑後傷口不易

因莫亞貴在獄中所受的鞭刑並非因為犯有重

癒合，以及易感染肺病，與監獄擁擠密不可分。

29

罪，這促使軒尼詩調查香港鞭刑的合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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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律政司（attorney-general）提供的相關文

和第七任港督堅尼地都對華人採取歧視性政策，華

件，莫亞貴被施行的體罰沒有法律依據。不僅如

人不得在歐人區居住，甚至不得與歐人同時進入香

此，如前文所提及，以莫亞貴為代表，大多數犯人

港大會堂（city hall）的圖書館和博物館。 33

所受的鞭刑都是不合法的，除了使用九尾鞭代替藤

再如宵禁令。1842年10月4日，港英政府以治

鞭外，還有多次接受鞭刑的問題，其中“1873年監

安為由明文規定禁止華人居民夜行；1843 年，港

獄中的違法鞭刑案件總數達225件。”

英政府還實行了禁止夜航的宵禁。後來，宵禁令又

莫亞貴事件中還有另外的違法行為，即港督簽

規定華人過了出行的時間，不僅要攜帶手燈，還要帶

署的將莫亞貴解除拘捕並流放的命令未得到正確執

從“差館”領取 的“夜紙”（即晚上通行證），否則

行。港督命令並宣佈：“解除對莫亞貴的監禁，從

就不准上街，違者警察拘捕，無冤可申。直到1897年

今日起五年內禁止在香港殖民地居住。1876年10

6月，才取消了宵禁令。34 1857年1月6日，時任香港

月21日。”然而，莫亞貴在10月21日並未被解除

總督包令以維護香港的和平與治安為由，頒佈了確

監禁，而是在10月30日被鞭打後流放。

保殖民地和平的法令，其中規定了夜紙的範式，頒

軒尼詩指出，不僅是莫亞貴，還有前文所提及
的其他一些犯人都接受了與鞭刑相配合的懲罰體
系，包括單獨囚禁3天和期間的白水泡飯，而莫亞

佈與撤銷，以及未攜帶夜紙的相關懲罰。 35 這些懲
罰中包括鞭刑。
1877年以前的香港監獄中還有“行乞罪”。

31

港英政府1858年的第8號法例第23條規定，貧苦

作為回饋，律政司認為監獄監督“並不是在所

華人不准行乞，違者可罰銀不過5大元，或可將犯

有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但並不認為對莫亞貴的

此之人鞭笞，但多不過36鞭，少不過5鞭，又可將

最後兩次單獨監禁和白水泡飯的懲罰有任何問題，

該人解回原籍。1876年第8號法例第15條進一步規

他的結論是：“我認為在對待莫亞貴的案子上監

定，對行乞的華人除施以鞭刑外，並可判處短期監

督是公正的，給他施以這種懲罰是因為他接連犯

禁和苦役，然後解回原籍或放逐別處。 36 此外，香

罪。” 32 這裡所說的“公正”是基於香港監獄對

港監獄也時常會把一些老弱病的罪犯流放他處。對

屢次犯案的犯人會額外施加懲罰，而莫亞貴符合

這種不人道的刑罰，軒尼詩也謀求改變。但是，他

這種情況。

的請求並未得到卡納芬伯爵的支持，他稱：“關於

貴則接受了6天同類懲罰。

上述莫亞貴入獄的原因主要有：“製造噪音”、

流放的問題，目前我並未看到任何改變這一法例的

持有“違禁物品”以及在流放期間返回香港等。軒尼

原因，尤其是關於行乞者的流放。香港殖民地不應

詩指出這不是一些很重大的罪行。但這些罪行定罪的

該成為廣東省的大的救濟院，解決成百上千的乞丐

依據是什麼？這就不得不提及香港殖民政府單單對華

的最好辦法就是將他們送回原籍。” 37

人實行的一些限制性管理。
1844年11月13日，立法局通過第18號法例，

可見，正是上述這類對華人的限制性法令使莫
亞貴等大批華人被捕入獄並接受過度的鞭刑。

規定華人除政府僱員及年納地租250元以上或收入
500元以上者免予登記外，其他成年男性必須每年

五、軒尼詩改革鞭刑建議

赴華民政務司署登記。若查明系“良民”，即由華
民政務司發給“編票”，准予在港居住。沒有“編

洞察到香港監獄對華人案犯的過度用刑，就香

票”的人，任何人都不得僱用或收留，違者重罰。

港鞭刑的殘酷性，軒尼詩首先提出了一系列人道主

此外，還有其他針對華人的歧視性章程，如1864年

義的改革措施。1877年7月6日，在致卡納芬伯爵

香港政府頒佈公園章程，其中第三條規定：“中國

的信中，他提出了三點建議：

技工和勞工不准在園內穿行”。第六任港督麥當奴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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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鞭打。

指出，中國的刑罰非常嚴酷，如果在香港建立一套

（ 二 ） 從判決到執行鞭刑期間，犯人不

相對仁慈的懲罰體系，可能會吸引廣東的罪犯逃到

再吃懲罰性飲食。

香港來。而且，他對艾爾斯的報告也提出質疑，要

（ 三 ） 取消公開鞭刑，以後所有的鞭刑

都在監獄內執行。

求軒尼詩對鞭刑會導致肺部水腫這一事件進行更深
一步的調查。 44

38

香港方面對這些建議反應不一。艾爾斯醫生表

從鞭刑的影響來看，約翰·斯梅爾稱鞭刑的執

示支援，“鞭刑的目的並不是要造成終身不愈的傷

行使得近幾年暴力犯罪事件在減少。在他看來，

害，而目前施於中國囚犯身上的卻正是這樣。”

鞭刑雖然嚴酷，但取得了好的成效。然而，史密

39

斯諾登（Snowden）法官對艾爾斯提出的鞭刑會

斯（Cecil C. Smith）給斯梅爾的報告中指出：

造成不同程度的肺水腫這一問題提出質疑，但他

您之前提到的送往高等法院的暴力犯罪

贊同艾爾斯提出的鞭打臀部代替背部的建議，他

案件在減少可能會導致誤解。……在1875

認為“一種會給健康帶來永久性傷害的懲罰是殘

年的犯罪報告中，迪恩先生（Deane）指

提出立即取消鞭打背

出，與1874年相比，嚴重犯罪行為增長了

部並且永遠廢除。同時，他認為應該停止當眾公

19.94%。在1876年的犯罪報告中他再次指

開鞭刑，他說：“就我而言，我認為公開展示一

出，與1875年相比，增長了19.43%。 45

種嚴重的懲罰其價值是很受質疑的。” 41 威爾斯

同時，他還給出了一組1874-1876三年的嚴

忍的，也是不公正的。”

40

（Wells）和奧布萊恩（O'Brien）醫生一份報告

重犯罪的案件資料：

中提到，鑒於九尾鞭的巨大傷害，應廢除這一刑
具，用沒有結的鞭子來代替。他們還建議18歲以
下的犯人鞭打臀部；13歲以下的犯人只用藤鞭；
其他的犯人鞭打背部，但在受刑時犯人要戴一個厚
帆布做的領子，並在腰部放一塊厚帆布，以保護其
頸部和腰部。 42
香港按察司約翰·斯梅爾（John Smale）則
對軒尼詩的改革建議表示反對：“我無法相信每個
受過鞭刑的中國人會遭受肺水腫。……如果真如艾
爾斯所說的那樣普遍，兩位仁慈的、技藝高超的殖
民地醫官不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一點。” 43 他指出，
近幾年嚴重犯罪事件在減少。因此，儘管這種懲罰
很殘酷，不適合一個高度文明的團體，但是對於一
個不文明、未開化的國家的罪犯來說，鞭刑是行之
有效的。而且，中國本身也是酷法盛行，有很多殘

表三•1874-1876年間香港嚴重犯罪案統計

忍的致命的刑罰。所以，他認為在中國施行的鞭刑
並無不妥。此外，在英國殖民大臣卡納芬伯爵給軒

從這組數據可知，1874-1876三年裡，嚴重犯

尼詩的回信中可以看到，他並不贊成對鞭刑作出調

罪案件在逐年增加，而非減少。然而，卡納芬伯爵

整。他認為，儘管香港現有的懲罰體系有一些缺

並不認同這一結論。在他給軒尼詩的信中指出，儘

陷，但還不能做出轉變或一些實質性的變更，因為

管犯罪案件有所增加，但香港的人口也在增加，按

這樣會給公共和平和個人安全帶來不利影響。他還

照人口比例來說，犯罪率在逐漸降低。同時，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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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之所以1875年的犯罪案件在增加，主要是因

餘論

為這些案件中包含了一些小的搶劫案，而重大案件
軒尼詩對香港鞭刑的關注是在英國推行自由與

如海盜等，在逐年減少。 46
雖然一度阻力重重，在軒尼詩的不懈努力

公正政府的大背景下展開的，體現了人道主義和民

下，1881年，英國政府批准香港立法局通過第3

族平等的一面，從中也可以看出在香港殖民地的政

號《修正刑罰條例》，規定：廢除流刑和烙刑；禁

治架構下，港督在司法領域影響之大。軒尼詩對香

止公開鞭笞，改九尾鞭在背上抽打為藤鞭在臀上抽

港鞭刑殘酷性的認識是建立在與英國本土和其他殖

打，且不得在同一罪犯身上連續多次鞭笞。此外，

民地鞭刑的比較眼光中，從而開啟了以平等為參照

撤銷典獄官和普通非官守治安委員對犯人行使鞭笞

性的提高香港華人待遇的改革。

的決定權，只有巡理府才有此權。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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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
徐曉望 *

摘 要 鄭和遠航不僅帶上了中國出產的絲綢、瓷器等商品，還從南洋的爪哇島一帶
運走了數量可觀的香料。最早，這些香料的消費中心是中國，一直到明代前
期的鄭和時代，中國進口的香料數量巨大。鄭和下西洋必經爪哇，是為了從
東爪哇等地採購丁香、肉豆蔻等香料。鄭和船隊將這些香料和絲綢、瓷器運
到印度洋的港口古里、阿丹、忽魯謨斯等港口，擴大了東方與歐洲的貿易，
最終導致歐洲人的東向殖民。
關鍵詞 鄭和遠航；爪哇香料；歐洲

香料是古代世界消費最廣的商品，在鄭和下西

處，他不是穿過馬六甲海峽直接到印度南部，而是

洋的航線上，分布著爪哇、舊港、蘇門答臘、古里

劃過海峽東口更向東南航行一千多公里，抵達爪哇

等出售香料的重要港市。鄭和採購諸地的香料，不

東部口岸後，再返航馬六甲海峽東口的舊港，而後

僅是為了供應本國市場，還將其運送到印度洋港市

再穿越馬六甲海峽抵達錫蘭山與印度南部港口。

出售，用以抵銷進口商品值。鄭和時代大規模的香

例如鄭和的第七次航行，據祝允明《前聞記》記

料運輸，對喚起歐洲人東進有一定意義。

載的航程：

一、鄭和下西洋路線上的爪哇
鄭和航海是以西洋為其主要目標，此處的“西
洋”雖然包括東南亞國家，主要還是指印度洋周邊
諸國。鄭和船隊在西洋採購印度的寶石、棉布，阿
拉伯的藥材以及東非的珍禽異獸，受到明代皇室的
歡迎。不過，鄭和下西洋的航行路線有一個奇怪之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二十四日到占
城（停泊十七天）。七年正月十一日開
舡，二月六日到爪哇（停泊四個月又十
天），六月十六日開舡，二十七日到舊
港（停泊四天）。七月一日開舡，八日到
滿剌加（停泊一個月）。八月八日開舡，
十八日到蘇門答剌（停泊一個月又二十二
天）。十月十日開舡，十一月六日到錫蘭
山（停泊四天）。十日開舡，十八日到古
里國（停泊四天）。二十二日開船（行三

* 徐曉望，福建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閩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58

RC 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

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魯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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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史事

可見，鄭和船隊在爪哇停泊四個月又十天，是

表裡”。 3 《明史·爪哇傳》：“永樂元年又遣副

其整個航程中最長的日子。鄭和到爪哇，就下西洋

使聞良輔、行人寧善賜其王絨錦織金文綺紗羅。使

航程來看，是繞道三千里，就時間而言，他在爪哇

者既行，其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覆命中官馬彬等

停泊時間達四個月十天以上。他為什麽要這樣做？

賜以鍍金銀印。西王遣使謝賜印，貢方物。而東王

考察鄭和的其他幾次航行，會發現爪哇應當是鄭和

孛令達哈亦遣使朝貢請印，命遣官賜之。自後二王

每次下西洋的必經之地。例如：鄭和、王景弘等

並貢。三年遣中官鄭和使其國。”可見，當時明朝

人立於長樂南山三清殿的“天妃之神靈應記”碑

與爪哇往來頻繁。

載：“自永樂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歷

追溯歷史，唐宋時代，爪哇已經是東南亞的一

番國，由占城國、爪哇國、三佛齊國，直逾南天竺

個貿易中心。明代的《西洋番國志》記載爪哇的貨

錫蘭山國、古里國……。”這是一個相對固定的航

物是：“土產 蘇木、金剛子、白檀、肉豆蔻、蓽

程，它表明爪哇是鄭和船隊路過占城後的下一個目

蕟、班猫、鑌鐵、龜筒、玳瑁”。 4 爪哇島最吸引

的港。又如鄭和的第二次航程：“永樂五年統領舟

外人的是當地的香料。按，據一百年後來到爪哇

師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羅等國。” 上文記載

的葡萄牙人記載，爪哇之東，是著名的香料群島，

第二次航程路過的四大港，直接點明了爪哇，說

而香料群島又可分兩個小的群島。其中摩鹿加群島

明它是鄭和西行的重要目的港。或許有人會問，鄭

盛產丁香，班達群島盛產肉豆蔻，這兩種香料只能

和第一次下西洋有沒有到爪哇港？永樂初年的爪哇

在這兩個群島生產，所以，人們要購得丁香和肉豆

分為東西兩個政權。《明史·爪哇傳》記載，永樂

蔻，一定要到爪哇或爪哇以東的島嶼購取。摩鹿加

三年，“遣中官鄭和使其國”，“明年西王與東王

群島在中文中稱為“美洛居”，位於印度尼西亞的

構兵，東王戰敗，國被滅。適朝使經東王地，部卒

東部。《明史·美洛居傳》：“地有香，山雨後，

入市。西王國人殺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

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

謝罪。”永樂三年，既為鄭和第一次下西洋之年，

待商舶之售。東洋不產丁香，獨此地有之，可以辟

可見，鄭和確實到達過爪哇，而且，他的士兵在

邪。故華人多市易。”可見當地香料之多。此外，

爪哇做生意，被爪哇軍隊誤殺170人。後來，爪哇

爪哇島本身盛產胡椒，曾一次向明朝進貢七萬多斤

國為此事賠償黃金一萬多兩。這一事件還使我們

胡椒。這樣，我們就明白了為什麽鄭和船隊七下西

想到，鄭和船隊在爪哇停泊時間較長，是為 了在

洋，每次都先到爪哇國，他是為了採購當地的香料

當地做生意。

等商品，其時中國消費的香料數量驚人。

1

那麽，鄭和在爪哇主要買什麽？
東南亞的爪哇島是印度尼西亞的中心，人口最

二、中國古代的食用香料消費

為密集。爪哇國的文明悠久，歷史上曾有婆羅門教
與佛教傳播，著名的婆羅浮屠與長城、金字塔齊

古代食用香料以胡椒、丁香、肉豆蔻為主。中

名，為世界四大古蹟之一。明朝與爪哇國的關係

國人很早就認識了這些香料，消費市場不斷擴大。

較好。早在洪武年間，爪哇就常到明朝進貢。洪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大月氏國進貢物

武十五年春正月乙未，“爪哇國遣僧阿烈阿兒等

品中即有胡椒。《魏書·西域傳》載，波斯貢品

奉金表貢黑奴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顆，胡椒七

中亦有胡椒。可見，中國人很早就知道了胡椒這

萬五千斤。詔賜綺帛衣鈔有差。” 其進貢的胡椒

一物品。中國傳統醫書《本草》記載：“胡椒，

數量之多，使人眼睛一亮。明成祖上台的永樂元

大溫，無毒味，甚辛辣，殺一切魚鱉蕈毒。” 5 唐

年“爪哇國西王都馬校遣使阿烈羅佛達必期等奉表

代胡椒消費漸多，《酉陽雜俎》記載，胡椒出產於

朝賀，貢五色鸚鵡、孔雀及方物。賜鈔並襲衣文綺

南印度的摩伽陁國，“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2

2019年•第104期•文化雜誌 RC

59

徐曉望•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

中外史事

可見，早在中世紀，北方人吃肉，就會加入一些胡

三千五十石。”由於官府所藏胡椒數量過多，戶部

椒。 它應是游牧民族的習慣。胡椒性辣，不怕蟲

官員發明了以胡椒支付官員薪水的辦法。《明史·

蛀，耐藏，容易出售，富人家往往藏有許多胡椒。

食貨六·會計》：“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上

《唐書·元載傳》記元載貪腐，府藏胡椒八百石。

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總之，明代前

五代時期，閩國進貢品中有“胡椒六百斤，肉豆蔻

期，中國民衆消費的胡椒數量相當多。“胡椒……

三百斤” 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割據泉州、

今南番諸國及交趾、滇南、海南諸地皆有之，已遍

漳州的陳洪進父子向宋太宗進貢“胡椒五百斤、

中國為 日用之物矣。” 19 即使是在鄭和航海停止

蘇木五萬斤”， 8 這是從海外貿易中得到的。宋代

後，中國人仍然從南洋進口大量的胡椒。葡萄牙人

來到泉州的番商，會帶來“胡椒之屬” 的商品。

抵達東方後在馬六甲（又譯滿剌加）看到：“大宗貨

南洋闍婆國以出產胡椒聞名。《諸蕃志》說到闍

物為胡椒。每年若有10條中國式帆船滿載而至，也會

婆國：“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蓓蓰之獲”。 闍

一售而空。丁香，肉豆蔻的需求量不大。木香、兒

婆位於爪哇島，當地是胡椒的集散地。“胡椒，出

茶稍有需求。香料購買量極大。華人搶購象牙、錫

闍婆之蘇吉丹、打板、白花園、麻東、戎牙路，以

器、沉香，婆羅洲樟腦，紅念珠，白檀香、紅木及

新拖者為上，打板者次之。胡椒生於郊野村落間，

大量產於新加坡的烏木、坎貝的光玉髓、羽紗、洋

亦有界……四月結實，花如鳳尾，其色青紫，五月

紅絨及染色呢料亦暢銷。胡椒之外，樣樣貨物保證

收採，曬乾藏之倉廩，次歲方發出，以牛車運載

賺錢。” 20 中國的商人也認為胡椒是賺錢的商品。

博易。其實不禁日而耐雨，旱則所入者寡，潦則

明朝官府以大明鈔計價商品，“蘇木一斤三貫，胡

所入倍常。” 元代《馬可波羅行紀》記載中國大

椒一斤八貫，花椒一斤一貫。” 21 其時八十貫大明

船：“足載胡椒五六千擔”。 12

鈔可折一千文銅錢。也就是說，一斤花椒可售12.5

6

7

9

10

11

迄至明代，中國的胡椒消費量擴大。明初王

文銅錢，而一斤性質近似的胡椒可售100文銅錢。

恭《咏胡椒》：“結實重番小更繁，中原無地可

胡椒比性質相近的花椒貴八倍。於是有人說：“東

移根。自從鼎鼐調和去，姜桂紛紛不共論”。 可

南海外諸貨犀、珠、香藥，古稱富甲天下，近代尤

見，作為調料的胡椒在中國很受歡迎。除了胡椒

重胡椒、蘇木之利。” 22 林俊記載：廣東市舶司太

之外，肉豆蔻、丁香等香料也進入中國人的食品

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等私下販賣胡椒等商品。“例

譜。明代劉基的《鬱離子》一書提到明朝消費的

該入官蘇木共三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

香料：“豆冦、胡椒、蓽撥、丁香，殺惡誅臊，易

萬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值銀三萬餘兩。” 23

13

牙所珍”。 14 這都說明明代消費的香料種類頗多。

明白當時胡椒利潤較高，就可知道，鄭和在爪

因中國歡迎香料，明代前期，東南亞進貢國家帶來

哇派人到處做生意，其實就是為 了採購胡椒、丁

許多胡椒。洪武十五年爪哇的一次進貢，有“胡椒

香、肉豆蔻等食用香料。

七萬五千斤”。 朱元璋曾在詔令中說：“邇來三
15

佛齊胡椒已至四十餘萬，即今在倉椒又有百餘萬

三、鄭和下西洋主航線與香料之路

數。” 16 鄭和下西洋也採購了很多胡椒。“正統元
年（1436年）三月甲申，敕王景弘等，於官庫支胡

關於鄭和第一次出使西洋，令人感興趣的是，

椒、蘇木三百萬斤，遣官運至北京交納。” 對許

他一開始就是以印度西南的古里港為終點目標。古

多富人而言，胡椒就是財富的代名詞。正德中，官

里是印度古城，也是印度洋上重要的貿易港口。元

按市場價，這批

代汪大猷的《島夷志略》就記載了古里，當時稱之

胡椒可值一萬八千貫銅錢。王鏊的《震澤長語·雜

為“古里佛”，這表明至少在元代，福建泉州就與

論》記載：“嘉靖初，籍沒朱寧蘇木七十杠，胡椒

古里有貿易關係。然而，元代的古里不太出名，而

17

府籍沒錢玏“胡椒千五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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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對古里國評價卻很高：

國酋長的靈活性。當然，所謂古里國的酋長，也許

古里,大國,西洋諸番之會。永樂三年，

是古里國的一個商人。對明朝來說，官府可以從這

其酋長沙來的遣使朝貢。敕封為古里國王，

位“古里國酋長”的口中了解印度洋的情報。尹慶

給印誥。五年、七年，皆遣朝貢。貢物：寶

實際上是為鄭和打前站了。

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寶鐵刀、拂
郎雙刃刀、金系腰錫、阿思摸達塗兒氣，龍

在尹慶之後下西洋的還有聞良輔。《明太宗
實錄》：

涎、蘇合油、乳香、檀香、木香、栀子花、

永樂元年八月癸丑，遣官往賜朝鮮、安

胡椒、花檀單、伯蘭布、苾布、紅絲、花

南、占城、暹羅、琉球、真臘、爪哇、西

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花靠枕。

洋、蘇門答刺諸番國王絨、綿、織金、文

24

這些貢品除了香料外，多為精美的手工藝品，

綺、紗羅有差。行人呂讓、丘智使南安，按

其中只有少數產自古里國，大多是在和周邊國家貿

察副使聞良輔、行人寧善使爪哇、西洋、蘇

易中得到的。鄭和的艦隊抵達古里後，便能購得來

門答刺。 27

自南亞、西亞、東非諸國的商品，像“拂郎雙刃

這條史料使我們知道，永樂元年明朝派出多位

刀”，當時阿拉伯人稱歐洲基督徒為 “佛郎機”

使者，遠赴各方。其出使規模很大。其中，聞良輔

，這表明“拂郎雙刃刀”很有可能是歐洲基督徒

和寧善出使的國家是：爪哇、西洋、蘇門答刺。這

售給阿拉伯人的商品，可見，古里國不愧為 “西

也是一條下西洋的路線。廣東市舶司是明初重要口

洋諸番之會”。當時的古里有通向波斯和阿拉伯

岸之一，明初不少使者下西洋都是從廣東出發的。

國家的航道，來自東方的香料在柯枝、古里等港

《廣東通志》記載：

口轉運到波斯、阿拉伯，然後再運輸到歐洲。鄭

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諸番，貢獻

和選古里為 第一次西行的目的地，就接上了通向

畢至。奇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

歐洲的香料之路。

鎮市舶，設公館於城南水濱，而稅璫多縱恣

不過，洪武年間的古里，並非朝貢國。為什麽

為民害。三年九月大理寺卿聞良輔，初為湖

鄭和下西洋會將古里作為第一次下西洋的終點？也

廣副使，坐事降行人，至是奉使西南諸番暹

就是說，古里國是怎樣進入明朝視野的？這與永樂

邏、爪哇，以至西洋古里諸國，還京奏事稱

元年明朝的外交活動有關。

旨，擢廣東按察使。 28

永樂帝登基後，派出許多使者到海外，宣告新

如果比較《廣東通志》與《明太宗實錄》有關

皇帝登基。永樂元年冬十月丁巳：“內官尹慶等賫

聞良輔的記載，就會發現：《廣東通志》記載聞良

詔往諭滿賜、柯枝諸國。賜其國王羅銷金帳幔及傘

輔走過的國家會更多些。例如暹羅、古里，原來都

並金織文綺彩絹有差。” 這段文字中，提到了古

不在聞良輔的出使計劃中。出使古里，應該是聞良

里的鄰國柯枝。尹慶是個能幹的使者，永樂三年九

輔自行决定的吧？明成祖朱棣鼓勵使者冒險，尹慶

月，尹慶回到南京，隨行者有“蘇門答剌國酋長宰

的原計劃中沒有古里，但其人到柯枝後，多跑了一

奴里阿必丁、滿剌加國酋長拜里迷蘇剌、古里國酋

千多公里，勸說古里的酋長前來貿易，得到朝廷勉

長沙米的，俱遣使隨奉使中官尹慶朝貢。詔俱封為

勵。聞良輔後來“奏對稱旨”，也得到皇帝嘉賞。

國王，給與印誥、並賜彩幣襲衣。” 尹慶帶來的

於是，聞良輔不僅恢復原官並升為廣東按察使。那

三國酋長中，蘇門答剌和滿剌加都位於馬六甲海

麽，聞良輔的特殊貢獻在哪里？這應與他探險爪哇

峽，這都是通向印度南部的必經國家。而古里國

到古里航海線路有關。比較聞良輔和鄭和下西洋的

位於印度西南部。尹慶以出使柯枝為目的，後來卻

路線，不難發現二者是重合的。鄭和下西洋，也是

帶來了古里國的酋長，這反映了尹慶的功勞和古里

先到爪哇，然後才穿越馬六甲海峽，最終抵達古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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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換句話說，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實際上是按

齊進貢得來的胡椒達四十餘萬斤，折合200噸，

照聞良輔開闢的航線走的。總之，在鄭和出航海

正統元年由南京運送胡椒、蘇木共三百萬斤到北

之前，永樂帝派出的使者已經探險爪哇、古里等地

京，假設其中兩百萬斤為胡椒，折合一千噸。這些

的港口，為鄭和遠航做好鋪墊。值得注意的是：聞

公家藏有的胡椒數量和市場共有的胡椒數量不是一

良輔和尹慶都是在永樂三年九月到達南京覆命，很

回事，但約莫可看出明代前期中國消費胡椒的數量

可能是一起從古里返航。跟隨他們的官兵也受到獎

可與一百年後的歐洲相比！由此可見，中國人對胡

賞。“升金吾左衛千戶李名道、林子宜俱為本衛指

椒的愛好不遜於歐洲人。葡萄牙人為追踪胡椒而遠

揮僉事，以奉使爪哇之勞也。”

航亞洲，被歐洲當作傳奇。實際上，這也是明代前

29

可見，永樂初年聞良輔和尹慶等人的出使，了

期鄭和下西洋所做的事。遠航、冒險、買賣，只為

解了香料貿易的兩大重要港口：爪哇和古里。而後

了食物添加劑胡椒！只不過這事先在中國發生，後

鄭和的下西洋之路明顯受到聞良輔和尹慶的影響，

在歐洲發生罷了。

他們離開下西洋必經之處占城後，下一個目標就選

按，明代中葉葡萄牙人來到東方貿易，從東方

爪哇，而其前三次航海的終點，都選在印度洋交通

運商品到歐洲，最早使他們大賺錢的是產自爪哇島

樞紐古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鄭和下西洋路途中

東部的香料，所以，歐洲人常說是香料讓他們到東

的舊港、蘇門答臘、柯枝以及古里自身，都以出

方貿易。就東亞的歷史而言，香料於中國對外貿易

產香料聞名。蘇門答臘東部的舊港，早在洪武年

的地位也不亞於歐洲，早在葡萄牙人抵達東方之

間就以出產 胡椒聞名，由舊港進貢的香料達四十

前，鄭和已經在香料之路上進行貿易。

多萬斤。蘇門答臘西部的蘇門答剌港也以香料聞
名：“山居人多置園種胡椒，此椒蔓生，花黃白，

四、鄭和香料貿易對歐洲的影響

結子成穗，嫩青老紅，候半老時採擇曬乾之。凡椒
粒虛大者，此處椒也。每官秤稱一百斤，賣金錢八

鄭和前三次下西洋都是以古里為目的港，從第

個，直銀一兩。” 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際，在此

四次遠航開始，鄭和將航程從古里推向忽魯謨斯、

停泊55天，應是為了採購胡椒。此外，有關柯枝的

阿丹、祖法兒等阿拉伯海的港口，從香料貿易的角

記載也涉及當地的胡椒種植：“土無出產，人惟種

度來看，這有什麽意義？

30

椒為業。每椒熟，大戶即收買置倉盛頓，以待各處

鄭和時代，是歐洲香料貿易擴大化的時代。西

客商。” 又如古里：“山鄉人多置園種椒，十月

歐的中世紀原是一個大農村，種田的種田，放羊的

椒熟，俱採摘曬乾，自有大戶收買送官庫，官與發

放羊，生活簡單而充實。自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以

可

來，歐洲人了解了東方的奢華，開始進口東方的各

見，鄭和七下西洋航海線上的爪哇、舊港、蘇門

種商品，其中最受歡迎的竟是胡椒。其實，早在羅

答剌、柯枝、古里都是出產香料的地方。鄭和在這

馬帝國時期，歐洲人就開始消費胡椒，但在中世紀

些港口出售中國的絲綢、磁器，購進各種香料，在

歐洲，這種香料消沉很久。十一世紀，隨著遠赴東

將這條路稱之為絲綢之路時，也可以將這條路稱為

方的騎士們帶回東方各種物品，胡椒、丁香之類的

香料之路啊。

香料再次進入歐洲人的餐桌。鄭和時代的歐洲人消

31

賣，每一播荷賣金錢二百個，見數稅錢。”

62

32

對明朝消費的胡椒數量，數字看多了，會有麻

費胡椒的數量不小。十五世紀英國的烹飪書說：“

木之感。不妨將其比之同時期的歐洲。葡萄牙文

先準備一塊優質的猪肉，脂多肉軟者，將其切為細

獻表明，葡萄牙人開通對東方貿易之後，1507年

條狀，大小任意。接著，加入丁香與肉豆蔻後，加

前後葡萄牙人運到歐洲的胡椒約為50噸，至1565

以輕敲。” 34 1393年的《巴黎家政大全》告訴主

年前後上升到1300噸。 33 明朝在洪武年間由三佛

婦：“投入香料越遲越好”，說到法國血腸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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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求備好丁香、胡椒等香料。民間有“貴如

性，運到歐洲的商品受到限制。在宋末元初，海

胡椒”的俗語。 法國甚至流傳這樣的謠言：“薩

上絲綢之路穩步發展。不過，受制於馬六甲海峽等

拉森人（即阿拉伯人）在運到西方的胡椒中放置毒

地海盜的襲擊，海上商業的發展障礙重重。鄭和七

藥，因而很多法國人被毒死。” 琢磨這條史料，

次下西洋的行動，打通了馬六甲海峽這一通道，東

可知從阿拉伯運往法國的香料，已經是常規性的。

方與西方商品的往來更多了。以印度西岸的港口來

大量的香料、絲綢等東方商品被運到歐洲， 刺

說，元代的古里港不如柯枝港（科欽港？）出名。

激了地中海各個港口的繁榮。中世紀文獻《忠實信

但自鄭和七下西洋選擇古里為 西洋主要依托港之

徒的私議》記載了一個天主教徒在埃及亞歷山大城

後，古里港迅速發展，成為印度洋最大的港口。即

的見聞：

使鄭和離去，古里港仍然是繁榮的巨港。乃至鄭和

35

36

從印度由海道運來胡椒、生薑、白桂以

離去的80年之後，來訪的葡萄牙人被譏笑寒酸！古

及一些絲綢和棉織品，雖然大部分絲綢是由

里港又稱“卡利卡特”，是十五世紀印度洋西部的

陸路運來的。還有從馬拉巴沿岸和錫蘭島運

貿易中心。大量的香料由東方運到這裡，又由印度

來的珍珠、香木等等。其他大部分香料、香

或阿拉伯船舶運到阿丹（亞丁）、忽魯謨斯（隸屬

草、豆蔻實、畢澄茄，似乎是經由巴格達運

波斯）等北印度洋港口，再由阿拉伯商人以駱駝載

來的。紅海口的亞丁，是印度貨物的第一貿

到亞歷山大、君士坦丁堡等地中海港口。在地中海

易站。特別有一種作香料用的珍貴樹脂，是

接過交接棒的是意大利的熱那亞、威尼斯商人，由

從阿拉伯半島運來的。威尼斯船隻把這些貨

他們將東方的香料批發給歐洲各地的商人。這是絲

物以及穀物、棗子、糖和棉花從埃及運往歐

綢之路在西方的延伸。

洲；而威尼斯方面運去生鐵、來自達爾馬提

歐洲人不同於東方國家的地方在於：他們是喜

亞的建築木材以及來自德意志北部的而不像

歡消費的民族，而且對一切東方商品都有巨大的胃

從前那樣來自羅斯的毛皮，作為交換品。

口。不論是絲綢、瓷器、香料、棉布，都可以在歐

37

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是東方商品最重要的轉運

洲找到市場。只是由於早期絲綢之路過於艱難，無

港，來自紅海阿丹港的商品，被運到尼羅河上游，

法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商品。現在很難找到鄭和下西

再沿河而下，進入地中海岸邊的亞歷山大港。其

洋時期地中海貿易的資料，但從大趨勢看，鄭和下

時，香料是西方與東地中海東岸地區貿易的主要

西洋將更多的商品帶到古里、忽魯謨斯、阿丹等北

來自埃及的香料在地中海各個港口都受

印度洋港口，無疑擴大了地中海東方商品的供應，

到重視，君士坦丁堡的香料市場被稱為埃及市場，

這使歐洲人可以享有更多的消費物資。鄭和下西洋

對這座拜占庭的國都來說，它還是陸上絲綢之路的

停止後，閩粵私商繼續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東方

終點，每年有許多東方的絲綢、瓷器被運到此地銷

商品向西方的運輸沒有停止，華商像勤勞的蜜蜂，

售，加上來自海路的香料之後，這座城市的繁華讓

將各種東方的商品一船一船地向滿剌加、蘇門答剌

地中海所有的人羡慕。十一世紀之後，君士坦丁堡

等港口，通過這些港口的接力，再運到印度古里、

又成為地中海東部的代表性港口，擁有許多來自西

柯枝諸港，然後由阿拉伯、波斯商人轉運到地中海

歐的船舶。從貿易的角度來說，西歐的船舶加入東

港口。這條商路肯定是暢通的，唯其如此，當1453

方商品的貿易，表明海上絲綢之路從原來的終點

年（明景泰四年）奧斯曼蘇丹攻克君士坦丁堡之

君士坦丁堡延伸到西歐的心臟——巴黎、倫敦、

後，東方商品迅速漲價，才會讓歐洲商人感到切膚

漢堡等地。

之痛，熱切盼望開通一條不受阿拉伯人控制通往東

項目。

38

歐洲加入絲綢之路，無疑給這條源於東方的古

方的海上商道。最終他們將其付諸行動，於是有了

商道提供了動力。但是，由於陸上絲綢之路局限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打通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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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道的冒險。

64

歐洲人是在知道東方的香料之後，才發動穿越

因此，從東方的角度看，16世紀環球貿易體系

大西洋及印度洋的遠航的。所以，歐洲人常說是香

的形成，不僅是伊比利亞半島人冒險的成就，在某

料吸引著歐洲人遠航，探險世界，從而改變了世

種意義上，它還是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升

界。與其相比，中國人早在晉唐時期就知道了胡椒

華。從唐代、北宋、南宋、元代到明代前期的鄭

等香料，並於宋元明時期大量進口胡椒、丁香、肉

和遠航，從中國到印度、波斯、阿拉伯地區的海

豆蔻等香料。因當時中國的人口和整個歐洲相當，

上絲綢之路的運輸量越來越多，它的市場越來越

中國進口香料的總量驚人。因此，從發展史看，鄭

大。從可以無視歐洲到以歐洲為 主要供應對象，

和對爪哇、古里的香料貿易非常重要。是他最早將

海上絲綢之路的港口、商人、航海技術都在不斷進

大批量的香料自爪哇帶到印度的古里，然後由阿拉

步、成熟。它給歐洲提供的商品已經達到讓全民無

伯商人將其運到地中海，從而刺激了歐洲人的味

法離開的地步，進而成為歐洲人趨向東方的動力。

蕾。後來，歐洲人為了得到更多更便宜的香料，冒

從這個高度看，鄭和七下西洋是東方絲綢之路走向

險跨越海洋，進而改變了東西方的歷史。實際上，

成熟的重要標識，它意味著東方向西方提供的商品

驅動歐洲人走向東方的動力，當年也驅動中國人不

躍升一個階段，對東方商品在歐洲的普及有重要作

畏艱險下南洋啊！ 總之，歐洲人的東方探險是中國

用。這一趨勢的延續，最終誘導歐洲人不顧一切地

人南海探險的升級版。16世紀環球貿易體系初成，

向東方發展。

是東方與西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RC 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

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徐曉望

中外史事

註釋：

1.

[明]鄭和等：《天妃之神靈應記》，張善貴：《長樂金石
志》，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司，2005年，第160-161頁。

20. 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廣東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頁。

2.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乙未。史語
所，1962年影印版。

21. [明] 李東陽等：弘治《明會典》卷一三六，刑部十一，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第19頁。

3.

《明太宗實錄》卷二三，永樂元年九月庚辰。史語
所，1962年影印版。

4.

[明]鞏珍：《西洋番國志》爪哇國，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
2000年，第7頁。

22. [明]吳鼎：《過庭私錄》卷七，征南四策，《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集部》，第75册，齊魯書社，1995年，第303-304
頁。

5.
6.
7.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六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30頁。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八，廣動植之三，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第12頁。
[宋]王欽若、楊億等編纂：《册府元龜》卷一六九，帝王
部，納貢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2041
頁。

8.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199册，番夷七，歷代朝
貢，第7842-7843頁。

9.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二，泉州，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1年影印宋本，第7頁。

10. [宋]趙汝適：《諸蕃志》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第55 頁。
11. [宋]趙汝適：《諸蕃志》卷下，第196頁。
12. 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一五七章，上海書店出版
社，1999年，第382頁。
13. [明]王恭：《白雲樵唱集》巻四，咏胡椒，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第37頁。
14. [明]劉基：《誠意伯文集》卷十九，鬱離子三，九難第十
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0頁。
15.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乙未。
16.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頁。
17. 《 明 英 宗 實 錄 》 卷 十 五 ， 正 統 元 年 三 月 甲 申 ， 史 語
所，1962年影印版，第289頁。
18.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巻七十九，錦衣志，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第16頁。
19.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岳麓書社，2002年，第610
頁。

23. [明]林俊：《見素集》卷六，正違禁番貨夤緣給主疏，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第5頁。
24. [明]俞汝楫編：《禮部志稿》卷三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第17頁。
25. 《明太宗實錄》卷二四，永樂元年冬十月丁巳。
26. 《明太宗實錄》卷四十六，永樂三年九月癸卯。
27. 《明太宗實錄》卷二十二，永樂元年八月癸丑。
28. 郝玉麟等：乾隆《廣東通志》卷五十八，外番志，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第7-8頁。
29. 《明太宗實錄》卷四七，永樂三年冬十月戊寅。
30. [明]鞏珍：《西洋番國志》爪哇國，向達校注本，第7頁。
31. [明]鞏珍：《西洋番國志》爪哇國，向達校注本，第26頁。
32. [明]鞏珍：《西洋番國志》爪哇國，向達校注本，第7、26、30
頁。
33. 《1500-1622年葡萄牙人輸往歐洲的丁香表》，引自趙
文紅：《試論16世紀葡萄牙以馬六甲為支點經營的海上貿
易》，《紅河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
34. [日]淺田實：《東印度公司——巨額商業資本之興衰》顧姗
譯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1-22頁。
35.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ld Braudel）：《15至18世
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結
構：可能和不可能》，顧良、施康强譯本，北京：生活、新
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256-257頁。
36. [美]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中世紀經
濟社會史》上册，耿淡如譯本，原版1928年，北京：商務
印書館，1997年，第527頁。
37. [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册，耿淡如譯本，第
524頁。
38.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ld Braudel）：《15至18世
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結
構：可能和不可能》，顧良、施康强譯本，北京：生活、新
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256-257頁。

2019年•第104期•文化雜誌 RC

65

徐曉望•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

中外史事

澳
門
世
界
遺
產
大
炮
台
•
梁
藍
波
攝
，
2
0
1
9
年

66

RC 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

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徐曉望

中外史事

2019年•第104期•文化雜誌 RC

67

黃啓臣•明清時期廣東絲織製造業的發展 ——兼論以澳門為中轉港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全球貿易

中外史事

明清時期廣東絲織製造業的發展
——兼論以澳門為中轉港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全球貿易
黃啟臣 *

摘 要 在海上絲綢之路高度發展的明至清前期（1368-1840年），由於明清政府於
1522-1840年實行廣州一口貿易政策，所以中國絲綢從廣州出口、經澳門中
轉往全球貿易，從而拉動廣東絲織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成為全國三大著名絲
織業中心之一。據史料記載，當時廣東的絲織製造作坊和工廠已達到142家，
並有了陳啓沅兄弟創辦的中國近代第一間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製造出絲布、
紗羅、色絹、色鍛、布絹、綾絹、紵絹、緞絹、錦緞，全銀緞、錦綺和牛郎
綢等10多種絲織品，而且質量超過福建和三吳（江蘇的蘇州、常州和浙江吳
興）兩中心，贏得“蘇杭皆不及，故廣紗甲天下”的美譽。
關鍵詞 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澳門中轉港；機器繅絲廠；桑基魚塘；五絲八絲；
廣沙；廣緞；緞絹；錦絹

明清時期，廣東的經濟發展已進入繁榮階段，
躋身於全國先進地區行列。無論是農業、手工製造
業和商業（包括內地商業和對外貿易）都得到長足
發展。本文擬就廣東絲織製造業發展個案作一闡
述，以見一斑。
一、廣東絲織製造業之概觀
明清時期，廣東商品經濟活力使更多的手工製

（一）明代廣東是中國三大絲織製造業中心
之一
據史料記載，明代的福建、三吳（今江蘇的蘇
州、常州，浙江的吳興）和廣東是中國著名的絲織
製造業三大中心1。明初，不少商人把積累的商業資
本投資絲織業生產，如正統七年（1442年），南海
縣商人聶天根，其家譜記載：

四世祖天根……流賈於厓門水濱，……

造業脫離農業成為獨立的製造業，而且步向城鎮集

後以紡織 為 業，勤儉成家。 2

中，使廣東手工製造業步入興旺時期。絲綢製造業

至明中葉嘉靖年間（1522-1566年），廣東的

更加發展繁榮。

絲織業已名列前茅，廣州絲織品的質量，已經達到
或超過南京、蘇州和杭州的水平了，史稱：

粵緞之質密而勻，其色鮮華，光輝滑
* 黃啟臣，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方向為明清經濟史、澳門歷史
和中外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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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了。廣州的紡織工人還學習外國織造天鵝絨的

村處處有之。 10

技術，用順德的蠶絲和鵝毛絨混紡織成雨紗和雲紗

明代廣東的絲織業，除了廣州、佛山有較大的

兩種絲布，達到雨淋不濕的水平，甚受國內外市場

作坊外，其他各縣的絲織業多是屬於家庭小手工

的歡迎而銷路極佳。廣州的絲織製造業除了用珠江

業。而且所生產的絲織品，除了上供“賦稅”外，

三角洲各縣如順德、南海等縣所出產的蠶絲為原料

主要是為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提供外貿出口商品。

外，還到三吳地區收購當地的蠶絲作原料：

據《明會典》、《殊域周諮錄》、《瀛涯勝覽》、

粵緞……必吳蠶之絲所織，若本土之絲

《星槎勝覽》、《明史》等史籍記載，當時提供出

則黯無光，色亦不顯。粵紗……亦用吳蠶

口的廣東絲織品種相當多，如：色絹、色緞、五色

絲，方得光華不退色、不沾塵，皺接易直。

布絹、紵絹、綾絹、絨錦、織金、文綺、錦緞、紗

4

在廣州絲織製造業發展的帶動下，佛山周圍的

羅、絲布、白絲、緞絹、緞匹、錦綺、紜緞彩帛等

絲織業也發展起來了。嘉靖、萬曆年間（1522 -

10多種。甚受東南亞各國人民歡迎購買，正如明末

1620年），佛山絲織業已有若干行分工，生產出

屈大均在《廣東新語》所記述：

牛郎紗、官紗、花綾、金彩燈籠紗和扁金蟒袍等織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品。順德縣的絲織更跑在全省前面，據史籍記載：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11

順德所屬諸鄉皆豐阜，以龍山、龍江兩
村 為 最，屋宇翠飛，煙火千家，入其中儼

（二）清代廣東絲織製造業向機械化發展

若會垣。……綠岸樹桑，春二三月，家家皆

至清代，廣東的絲織製造業發展鼎盛，並逐步

提籠出採，取歸飼蠶，婦女治絲枲，歲獲厚

向機械化的新階段發展。表現在其生產規模和生產

利，所織貢繭，軟絲可愛。 5

技術比明代更為擴大和大為提高，整個生產已經從

坡山之絲線良，龍江之線綢良，然龍江
蠶種皆購於九江，而為線為綢特良。 6
綿有絲經，有綿斜，有兼絲。有純絲，

明代個體、家庭副業手工業向作坊和機房發展了。
康熙年間（1662-1722年），順德縣商人梁俊偉到
佛山創立機房，從事絲織生產：

梁俊偉，字桂軒，順德水藤鄉人。康熙

多出龍江。 7
粵東的潮洲地區絲織業也發展了。黃佐纂《廣

間來佛山創立機房，名梁偉號，因家緣。誠
實著聞，商業遂振。 12

東通志》記載：

水紬、出鵝繭，灰水煮，撚 為 絲，以布

雍正（1723 - 1735年）以後，佛山的絲織業

餘滓纏燭心土染紅，供彩用，出瓊、潮二

已發展到十八行，即八絲緞行、雜色緞行、元青

州。 8

緞行、花面緞行、紵緞行、蟒服行、牛郎紗行、

與此同時，梅縣、陽江、新興、瓊州、雲浮

綢綾行、帽綾行、花綾行、金彩行、扁金行、功

等地的抽絲業也現了。阮元纂《廣東通志》對此

邊行、檢杆行、機紗行、鬥紗行、洋綾綢行、通

回顧記載：

紗行等。 13 廣州的絲織業則有朝蟒行、十八行、

繭布以羅浮大蝴蝶繭能織者 為 上，餘野
繭所織者不及。

9

梅縣興寧的蠶絲質量更佳，原因是用山蠶培
育而成：

其蠶形如蝴蝶而大，兩翼之彩五色絢
爛，或雲即羅浮蝴蝶機綢者，在洲之河田
鄉，與興寧交界，故多興寧人，其繭則各鄉

十一行、金彩行、通紗行，其中以生產五、六絲、
洋貨絲巾的十一行人數最多。而且集中於上下九西
關一帶，分為東家行（老闆）、西家行（織工）組
織。全盛時期，西家行的絲織工人有三四萬人之
多。到了清後期，佛山絲織業的生產 規模進一步
擴大，史稱：

“光緒季年，佛山大機房二十餘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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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六七十家，工人二千餘，多織絲織品，絲

體的優點，而且洗滌方便，著水易乾，毋用漿熨，

由順德各鄉購回，出品頗多，售於本地者十

是甚受東南亞熱帶國家居民歡迎的絲織品。

之二三，外埠四鄉量亦相等，運赴外洋則十
之三四。

14

如，民樂程家以織紗著稱；潘家則善於織鑼；藻

佛山的絲織業老闆為了賺錢，普遍僱請未成年
的童工進行生產，據史料記載：

美以織綾出名；雲淡以織綢為上；華夏以織“安南
綢”聞名邇遐；塱心以織綢、古贊以織孟買綢名揚

佛山在廣州以西，相距幾英里，這裡僱
傭的工人和完成的作業數量是很可觀的，

海外。總之，南海縣的絲織業可謂是綾、羅、綢、
緞、縐、紗，樣樣齊全。

每年有一萬七千名男女童工從事於絲綢工

到了同治年間（1862 - 1874年），廣東的絲

作。他們的織機很簡單，但出品一般都很

織製造業更上一層，從作坊織造向近代機器織造

精緻。

發展了。這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南海縣陳

15

廣州生產 的絲綢，如牛郎綢、金絲銀緞、五
絲、八絲等都是質量上乘的優良產品，史稱：

70

清末南海縣各鄉鎮的絲織業更各具特色。比

啓沅、陳啓樞兄弟創辦的廣東第一間機器繅絲廠
繼昌隆為標志。

牛郎綢，質重而細密，本於女紅能自

陳啓沅(1834 - 1903年)，原名如郎，字芷馨，

織，近來漸以疏薄。女兒絹，閨中處子性

號啓沅，南海縣簡村堡簡村鄉人。啓沅原有兄弟七

慧而心靜，耑精畢巧，故極輕細而堅韌。

人，但四個兄弟早夭，僅有三人長成，老二啓樞、

16

鍛有金絲、銀絲，有金銀縛，皆以金銀

老三啓標，最少者老七啓沅，家景貧困。約咸豐元

抽絲和絲織之。有金衣鍛，有羽緞，冬服

年(1851年)，啓樞得其岳父麥憲培資助，到越南謀

之，羽紗秋服之，備諸色田畢支，亦備諸

生，先在麥氏的安南商店做工，後旋自立商店經

色。

營，三年間略有積蓄，於咸豐四年(1854年)，回

17

清末，佛山、南海的絲織品質量有大大提高

鄉帶啓沅同往越南料理生意。兩兄弟合力經營，

了。其中以莨紗綢最有名。其時，南海縣民樂諸鄉

先是開辦怡昌蔭號商店，經銷絲綢雜貨商品，後

（林村、藻美、雲淡和華夏）於乾隆年間（1736-

又承辦堤岸怡豐餉當(即當鋪，時堤岸僅此一家，

1795年）在盛行手工織造平紋織品和曬薯莨的基礎

是向越南政府餉承的)，“約十餘年，兄弟倆已成

上，林村程家改進織機，首創帶通花圖案的織品香

為當地巨商了”。在此期間，啓沅為拓展商務，“

雲紗，很快成為飲譽中外的新織物。香雲紗的特點

至南洋，遍遊各埠，考求汽機之學”。他發現南洋

是透花小孔組成，質地精細，結構堅韌而軟滑，穿

市場的外國絲綢質量比家鄉的絲綢好的原因是用機

在身上有聲作響，故名響雲紗，後取其諧音定名為

器繅絲。於是產生了“特仿西人之法，變通製造繅

香雲紗。

絲之器”的想法，並決心回家鄉興辦機器繅絲廠，

莨紗綢是以平紋織成的白胚紗經曬薯莨而成的

以振興家鄉的繅絲生產。他的想法得到其兄啓樞的

絲織品，故又名薯莨綢或黑膠綢。其加工程序是經

讚賞和支持。同治十一年(1872年)，啓沅先期離開

過上莨、過烏、水洗三種工序。上莨，是薯莨的汁

越南回到南海，在西樵簡村堡百豫坊創設機器繅絲

液多次塗於胚綢上，使絲織物黏附棕色的膠狀體，

廠，名曰繼昌隆。

然後置於曬場上，反覆噴曬至赭紅色。過烏，是選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繼昌隆繅絲廠籌建

用含有鐵鹽的泥土，稀釋後塗在已經黏附薯莨的絲

啓動。動用資金白銀七千多兩，全由陳啓樞由安南

織物表面，膠狀物變黑，最後將泥土洗淨，便成為

先後匯返，因此繼昌隆的股金，悉為他兄弟二人投

油潤而烏亮的香雲紗。因為紗綢表面有一層植物膠

資，從未有招收外股。七千多兩資金中，用於流動

膜，所以織品具有幼、輕、潔、透孔均勻，不黏身

開支如收繭、工資、雜支等約三千兩，建廠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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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四千多兩。

帶，共有機器十一座，應用四千四百餘工，

繼昌隆繅絲廠址，就在陳啓沅祖屋旁邊的空

以一敵十較之，實奪四萬四千餘人之生業，

地，面積約四十餘井(畝)。所用設備中有煮沸水

夫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數萬家貧戶之

的大爐鍋一座，高約一丈五尺，闊約七、八尺，

資生。我國家民為邦本，非同國外裔上下徵

另蒸汽爐一座，高約一丈二尺，闊六尺，配有煙

利之邦，自應永遠勒停，以安民業。 18

囪，高達三丈六尺。該廠所用的繅絲機器，除了

於是徐賡陛派兵查封了繼昌隆繅絲廠。在這種

從越南買回一部分外國舊輪船的發動機改裝成繅絲

情况下，陳啓沅於當年十月與澳門豪商盧九（原名

蒸汽機外，其他各種機器是由陳啓沅自己設計，“

盧華紹，字焯之，1837-1906年）商定合作辦法

在廣州十八甫陳聯泰機器店定制和購買現成的鐵具

後，即將繼昌隆繅絲廠遷至澳門，改為“和昌”繅

回廠裝置，為在廠內設有鐵工熔鑄及做木工場等，

絲廠，後又改名為“複和隆”繅絲廠，繼續生產。

依照陳啓沅設計畫的圖樣，監工製造……”為了掌

遷廠經費達到6000兩白銀，亦由其兄陳啓樞從越

握機器，曾由繼昌隆出工資僱用的陳淡浦（1817 -

南匯回。光緒九年（1883年），風潮漸過，清政

1876年）的聯泰號機器作坊派來的其子陳濂川、陳

府亦放寬了政策。於是陳啓沅即派其侄錦笏先期

桃川等四名技工，專為繼昌隆繅絲廠負責大修小改

回鄉修整原有廠房設備，復辦規模較小的利厚生繅

的安裝工程，繼昌隆並派出學徒跟隨學習。經過一

絲廠；又與其子蒲軒研製一種腳踏車為動力的繅絲

年工夫，使繼昌隆得以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

機，增辦利貞繅絲廠。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年）

冬天正式投產。

，陳啓沅決定將遷至澳門的“複和隆”繅絲廠遷回

繼昌隆繅絲廠設司理一人，由陳啓沅親自擔

簡村，在村邊購地重建廠房，並將其侄、其子的利

任，司賬一人，行江（買賣手）若干人，另設焙

厚生、貞利兩廠並為一大廠，改名為“世昌綸”繅

繭、管工、紐絲（扎捆工）巡行、雜工、大偈（師

絲廠。同時，仍在廣州楊仁南街開辦一昌棧絲莊，

傅）、助手等30多人；又設女管工2人。全廠初招

直接經營絲綢出口貿易，開創了工、貿一體化經營

職工300多人，後最多時發展至600～700人。工

的先河。該廠一直辦至1928年才告結束。這是廣東

人實行計件工資制。

華僑商人投資興辦擴建起來的廣東第一家（也是中

該廠的主要原料蠶繭，以南海縣西樵一帶為

國第一家）近代第一批機器繅絲工廠。 19陳啓沅還

多，另外派人到東莞、順德、香山（今中山、珠海

撰寫專著《蠶桑譜》，系統介紹種桑養蠶和繅絲的

市）等縣收購一部分。繼昌隆生產的生絲精美，“

經驗；《陳啓沅算學》13卷，介紹蒸汽鍋爐、蒸汽

全部都是出口的，銷於英法美等各國都有，尤以美

力量及其用法；《周易理數會通》8卷，專介紹蒸

國為多”。為了搞活生絲出口，陳啓沅“乃斥資

汽機器繅絲的技術，大大促進繅絲生產的發展。

自設一昌棧絲莊於廣州揚仁南街。由第二子蒲軒
主持，專營繼昌隆的生絲外銷……獲利頗厚”。
正當繼昌隆繅絲廠生產蒸蒸日上的時候，地方
封建守舊勢力“聯群挾制，鼓動風潮，謂此風一

同年幾個月後，順德縣龍江鎮的溫子紹，也在
龍江鎮龍山創辦“利源興機器繅絲廠”，賺利之
後，還拿出了3.3萬兩銀子捐造中國第一艘國產淺
水艇（蚊子船） 20。

開，則工人失業，生計立窮”。於光緒七年（1881

此後，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各縣均紛紛辦起

年），一些“無知之民相附和，幾欲將絲廠毀拆。

新式繅絲廠，“以順德為 多，南海次之，新會亦

經當道勸諭，其事乃寢”。

有，約近百家。近數年日更多設大廠，有用至八、

但是南海縣知事徐賡陛却頒布了《禁止絲偈曉
諭機示》指出：

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統計江浦一

九百工人者，大率以四、五百居多。” 21
到了光緒年間（1875-1908年），廣東絲織
製造業更進一步發展了。據不完全統計，光緒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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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1887年），順德有機器繅絲廠42家，宣統

佔農田總面積的30%。在南海縣周圍100多里地

三年（1911年）發展到142家，其中有22家僱用

方，有農民10萬，田地1,000多畝，全部種桑養

用工人超500人；在142家織廠中有86家是機器繅

蠶。特別是九江鄉，已經出現門前屋後、院墻內

絲，投資成本平均為2.6萬元，年產值平均為36.4

外處處種桑養蠶的景象。而家庭婦女則以養蠶摘繭

萬元。當年全順德絲織製造業總產 值達到3,900

紡、織為主要生產活動。

萬元。光緒三十年（1904年）新會有機器繅絲廠

清代，廣東已發展成為全國僅次於長江三角洲

2家，僱工300多人，南海繅絲廠35家。廣州郊區

地域的蠶絲生產基地之一。南海、順德、番禺、新

有繅絲廠180家，每家僱工達到500人， 民國元

會和鶴山等縣已形成了“桑基魚塘”循環生態專業

年（1912年）後不久，增至300多家，絲車女工

生產區。所謂“桑基魚塘”，就是：

22

達15萬人之多。

23

將窪地挖深，泥覆四周為基，中凹下

由於絲織製造業的工人日益增多，所以在廣州

為塘，基六塘四，基種桑，桑葉養蠶，

西關就建立絲織行業的會館——錦綸會館，為建立

蠶矢（屎）飼魚，兩利俱全，十倍於稼

工人自己的組織——叢信館。

（ 稻 ） 。 24
這就是基堤種桑，桑葉餵蠶，蠶沙（糞）、桑

二、絲織製造業繁榮之緣由

葉梗餵魚，魚屎和塘泥肥桑的循環生物鏈經營，使
自然資源生長不息，周而復此，不斷循環，形成自

明清時期廣東絲織製造業發展的緣由主要有
三：一是種桑養蠶的“桑基魚塘”商品性農業的

這也正如陳啓沅在《桑蠶譜》所說：“蠶桑之

興起為絲織業提供充足的原料；二是以廣州為出

物，略無棄材，蠶食剩之桑可以養魚；蠶之屎可作

口港、澳門為 中轉港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生絲和絲

糞土，圍可以培桑，並可以培木，蔬菜雜根無不適

織品出口國際貿易的拉動；三是蒸汽機引進使之

用。……繅絲之水均可作糞土以耕織。”所以，到

產業升級轉型。

道光年間（1821-1850年），不少地方已經是以種

（一）種桑養蠶的商品性農業是絲織業發展
的基礎

桑養蠶為主，種稻為次的生產程序，如南海九江鄉
就是“境內無稻田、仰糴於外”的種桑養蠶基地。
龍江鄉“舊有稻田今皆變為 基塘，民務農桑，養

廣東的農業生產到了明清時期是商品性異軍突

蠶為業”。 25順德縣的龍山鄉居民是“農桑養蠶為

起，為世人所矚目。廣東的土壤和氣候適宜於亞熱

業”，每年蠶產八造，所繅之絲售於圩市。每當圩

帶作物生長，且自宋元以來已積累“桑基魚塘”的經

期，“絲家輒以萬計，故土絲之利更為倍云”。以

驗。明朝初年，朱元璋又一再以法令形式要全國各地

九江、龍江和龍山為中心，出現了“棄田築垢，廢

大量種植桑、麻、棉、棗等經濟作物。於是廣東的

田樹桑”的熱潮，時人張鑒曾記述這種情形，云：

農業則由“果基魚塘”生產轉化為“桑基魚塘”。

粵東南海縣屬，……周圍百餘里，居民

各府、州、縣普遍形成了種桑養蠶、養魚的熱潮。

數十萬，田地一千數百餘頃，種植桑樹，

種桑養蠶，一地數用，成為一種立體經營模式。明

以飼春蠶。 26

初，蠶絲首次在市場買賣。這標誌著養蠶正式成

地處東北的嘉應州也因地制宜，以養山蠶抽

為商品生產。到嘉靖、萬曆年間（1522-1620

72

足的循環生物鏈生產程序。

絲，“繭綢非家蠶，乃山繭絲也。” 27

年 ） ， 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順德等縣“桑基

到了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年），順德、

魚塘”生產方式已居於農業首位。萬曆九年（1581

南海等縣許多鄉村農戶紛紛以種桑養蠶抽絲為生了，

年），珠 江 三 角 洲 各 縣 的 桑 田 面 積 6 8 ,4 9 7 畝 ，

所謂“歲出蠶絲，男女皆自食其力”；“計一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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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月可得葉五市斤，蠶食之得絲四斤，家有十畝之

北美洲；廣州—澳門—澳大利亞；廣州—澳門—俄

地，以桑養蠶，亦可充八口之食矣”。 28 所以整個珠

羅斯等七條航線，形成了以廣州為始發港和以澳門

江三角洲各縣出現一派種桑養蠶的的喜悅景象。正如

為中轉港到五大洲各個國家和地區環球貿易網絡。

張琳的《龍江竹枝詞》云：

廣州和中國各地的大量生絲和絲織品通過廣州出口

剝繭茅寮傍水邊，柔桑墻外綠含煙。
魚蠶畢竟收成好，十畝基塘勝種田。
而且在農村基層的圩市中，出現定期的貿易蠶絲
的絲圩，史稱：

江村所屬有十四圩，隸水藤堡有絲圩；隸
逢簡堡者有二：曰雜貨，二、五、八日；曰蠶
絲，三、六、九日。 29
正是因為廣東各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各縣鄉農村
普遍種桑養蠶、抽絲出售，給明清廣東絲織製造業提
供充足的蠶絲，從而促進全省絲織製造業的空前發展

運往世界各國和地區出售貿易，甚受歡迎和讚揚。
據中外史料記載，1515年（正德十年）：

中國商人也越過大海灣行至馬六甲，以
獲取香料。他們從自己的國內帶來了麝香、
大黃、珠珠、鍚、瓷器、生絲，以及各種紡
織品。 35
葡人在澳門、廣州之貿易輸出品以絹為
大宗，每年由葡人輸出之絹計五千三百箱。
每箱裝繻緞百卷，薄織物一百五十卷。 36
《葡屬亞洲》一書斷言，他們每年的出

和繁榮。
（二）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全球化對廣東絲織
製造業的拉動

口達5,300箱。精製絲綢，每箱包括100匹
絲綢、錦緞，和150匹較輕的織物 （ 衛國在
他的《中國新地圖集》中說有1,300箱）。37

世界經濟發展史有力證明，商業的擴張往往是先

嘉靖二十年（1541年），在廣東亦有商船將

於並拉動工業製造業發展的機制。正如馬克思所說：

綢緞運到東南亞、葡萄牙、滿刺加等地貿易，史

商業，是資本所由發生的歷史前提。世界
商業和世界市場是在十六世紀開始資本的近代
生活史的。 30
近代許多國家海外貿易的發展都是走在工業進步
的前面，而且經常是推動著工業沿著海外貿易的發展
變化曲線前進。歷史事實證明，明清時期廣東海上絲
綢之路拉動了廣東絲織製造業的發展。
明清兩代都在不同時期實行過海禁政策，但對廣

料記載：

許六 …… 將帶連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
買賣，潜通海賊 …… 各造三桅大船，節年結
夥收買絲綿、綢緞。 38
萬曆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年），每年廣
州經澳門運往印度果阿的絲貨有3,000擔；二十八
年（1600年），廣州經澳門中轉運往歐洲的白絲

東則實行允准開放對外貿易的政策。嘉靖元年（1522

1,000擔、各種綢緞10,000—20,000匹；崇禎九

年）“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31；

年（1636年），運往果阿的絲貨6,000擔。運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封閉閩、浙、

日本長崎的生絲2,460擔 39。萬曆二十一年（1593

江三海關，規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32。

年）後，從廣州經澳門、馬尼拉運往墨西哥的絲織

這樣一來，自1522-1840年的381年，廣東（廣州）

品也不少，並受當地民衆的購買和稱讚：

就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唯一合法對外貿易的第一

每年有一個接船帶著幾個小船，滿載著

大港，外國商船來中國貿 易“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

銀子和傳教士，從阿卡普爾科起航；跨越太

之 ” 貿 易 ， 而中國“廣州船舶往諸番，出虎 頭

平洋至馬尼拉；返航時則滿載中國的絲綢和

33

門，始入大洋”

34

貿易。於是中國就以廣州為 唯

棉紗，這是美洲人士最熱望購買的。 40

一出口港，開闢了廣州—澳門—果阿—里斯本；廣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上層人士生活奢侈，

州—澳門—長崎；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

擁有大量銀元，他們特別醉心於中國的絲

巴西；廣州—澳門—望加錫—帝汶；廣州—澳門—

綢。中國絲綢質地優良、價格優廉、式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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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工藝精美，在拉丁美洲極為暢銷。……
從馬尼拉販運中國貨，成了西屬美洲商人的
主要謀生之道。以致墨西哥除了銷售中國絲
織品，不復銷售其他國家的紡織品。 41
因此，墨西哥用來購買中國絲綢的白銀即經馬
尼拉流入廣州，史稱：

在1565-1820年，墨西哥向馬尼拉輸
送了銀4億比索（墨銀元），絕大部流入中
國。 42
到了清代，雖然在廣州出口的商品結構發生了
變化，絲綢輸出退居第二位（茶葉居首位了），但
外國商人從廣州採購的生絲和絲綢仍然相當大量。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在《奏
請將本年洋商已買絲貨准其出口摺》云：

惟外洋各國夷船到粵，販運出口貨，均
以絲貨為重。每年購買湖絲並綢緞等貨，
自二十萬餘斤至三十二三萬斤不等。統計所
買絲貨，一歲之中，價值七八十萬兩，或百
餘萬兩；至少之年，亦買價至三十餘萬兩之
多。其貨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販運來粵，賣與
各行商，轉售外夷，載運回國。 43

（三）產業革命蒸汽機的引進加速廣東絲織製
造業升級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乾隆二十五年以降）開始
的英國產業革命，首先是以蒸汽機開始在紡織業使
用，使原來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過渡到
以機器生產技術新階段，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前
述同治十三年（1874年）南海縣簡村陳啓沅創辦
的“繼昌隆機器繅絲廠”，就是他從越南購買引進
一部外國舊輪船的蒸汽發動機，然後加上自己設計
的相關機械組合繅絲機進行繅絲生產的。
陳啓沅買了蒸汽機和設計了機械，但他卻不懂
得如何把蒸汽機和各種機械聯接安裝成為一台自動
的繅絲機。於是他去廣州十八甫桂塘新街找到“陳
聯泰機器廠”的老闆陳淡浦（1817-1876年）。陳
淡浦是南海縣丹灶鎮良登村村尾坊人，見是南海同
鄉，於是令其第二子陳濂川、第六子陳桃川等三人
一起對陳啓沅的設計圖紙進行研究，決定幫他聯接
和安裝成中國第一台機器繅絲機，並於1874年繼昌
隆機器繅絲廠投入生產。
此後，陳淡浦在其機器廠製造繅絲機供應珠江

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國撤銷了東印度公

三角洲各地的手工繅絲作坊改造為機器繅絲廠進行

司的對華專利權後，絲貨出口到英國激增，1833-

繅絲生產。使珠江三角洲各地的機器繅絲廠普遍發

1837年，每年達10,000擔。同時，在19世紀初中

展起，從而促進廣東絲織製造業向近代化發展，生

期，美國來華貿易，在廣州購買絲貨亦佔總商品量

產更多的生絲和絲織品提供對外貿易出口需要。

的33%左右44。乾隆年間（1736-1795年），從廣

陳淡浦第六子陳桃川則於光緒十二年（1886

州運往美國的生絲和絲綢達到20-30萬斤。僅乾

年），自己在十三行晉源街創辦均和安機器廠，

隆四十九年（1784年），美國的“中國皇后號”

專門為繅絲廠修理蒸汽機，對於晚清廣東機器繅

（The Empress of China）首航廣州，除了購買

絲製造業作出貢獻。民國初年，均和安機器廠遷址

茶葉之外，也購買大批絲綢。道光十年（1830年）

到廣州河南大基頭，至1937年招收和培訓出技術

，美國從廣州運回生絲達到70.53萬斤，其中廣東

工人3,000多人。人們稱陳桃川為“機器老人”。

絲36.8萬斤，南京絲33.73萬斤。 45
如上述明清頂峰發展的海上絲綢之路，從廣州

三、絲織製造業發展折射婦女個性解放

輸出如此大量的生絲和絲織品（綾、羅、綢、緞、

74

錦等）到世界各國貿易，必然拉動廣東以至全國絲

明清時期廣東出現種桑養蠶、以蠶繅絲、以絲

織製造業的不斷發展和繁榮。這是經濟發展自身的

織布的商品性農和絲織製造業繁榮景象，需要大量

必然規律，才使我們今天回顧，看到明清時期廣東

女絲工、女織工，這樣無數青年女子得以自食其

絲織製造業興旺發達的光榮歷史景象。

力，經濟自給獨立。這麽一來，不少女子為 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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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獨立謀生，或擺脫封建婚姻的羈絆而宣告自梳
毛髻，終身不嫁；有些女子被家長逼著下嫁，也堅

清人曾蘇紹在《順德竹枝詞》也賦詩描寫“同
性戀”的情況，云：

决不落夫家，保持一種有名無實的婚姻關係。這兩

綺羅叢裡契相如，姤後居然伉儷隨。

種女子把頭髮梳成高大的髮髻於後頭，夏天穿黑膠

筮得坤爻空血戰，無陽畢竟使陰疑。

綢衫，集中住在不讓男人進入的屋室，後人稱之

上述明清時期由於廣東絲織製造業發達而折射

曰“姑婆屋”。這種“自梳女”情況，據近人鄔慶

出“自梳女” “不落夫家”的返祖現象，其根源在

時於1903年調查的資料，番禺南村數千名女子，

於經濟發展後女子有了經濟獨立的自立能力。我們

出嫁者僅數人而已，至1909年全部“自梳”，無一

反觀今天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女子經濟

人出嫁。順德容奇繅絲廠有1,000名女絲工，就有

獨立而出現晚婚晚育，只同居不婚，甚至不結婚，

800人自梳。 這些自梳女沒有家庭的溫暖，同居

結婚後又情願作丁克家庭。就算是我國改革開放30

一屋檐下，朝夕相處，大家互相關照，嚴格執行不

多年來，由於經濟迅速發展，男女平等就業，女子

嫁夫君誓言。如果有哪一個叛逆出嫁，就會受到衆

經濟獨立，上述現象也時有出現。以此類推，反觀

姐妹的蔑視、奚落甚至懲罰。他們自己自願成立一

明清時期廣東“自梳女”、“不落夫家”女性史，

個不是很嚴格的組織用以維繫互相關係，稱為“金

就不足為奇了。社會在發展，經濟在增長，人們的

蘭契”或“十姐妹”。時人對此有所記述：

觀念在改變。世間上沒有一成不變的常態，但人類

46

廣州女子多以拜盟結姐妹，名“金蘭契”，
女子出嫁後歸寧恒不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

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明清時期如此，當代社會也
如此，用不著杞人憂天。

衆姐妹相約而自禁。…… 此風起於順德村落，
後傳染至番禺、沙茭一帶，效之更甚，即省會
中亦不免。47
這種婚俗實質是原始社會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
社會的遺俗，本來是遺留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但在
經濟相當發展的明清珠江三角洲的順德、番禺、南

註釋：

海、台山、新會、鶴山等地，卻因為絲織製造業發
達而獲得經濟獨立的女子中重新復古出現。不僅草

1.

曾少聰：《東船航綫移民》，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第4頁。

根平民百姓有此情況，連一些士人（知識分子）也

2.

《聶氏家譜》。

有此種情形。明末清初廣東著名文士屈大均也曾遭

3.

黃佐：《嘉靖廣州府志》，《物產》。

此境遇，史稱：

4.

張嗣衍、沈廷芳：《乾隆新修廣州府志》卷48，《物產》。

5.

《咸豐七年本》卷2。

6.

范端昂：《粵中見聞》卷35，《物部》。

7.

《咸豐順德縣志》卷3，《物產》。

8.

阮元：《廣東通志》卷97，《輿地》。

9.

阮元：《廣東通志》卷98，《輿地》。

翁山（屈大均字）因前妻仙嶺鄉劉氏不
落家，而以王華姜為繼室。 48
此輩女人在台山、新會、順德為最
多。 49
因為 “自梳女”、“金蘭契”的女子同居一
室，而且屬青春時期，還出現過如今天所說的“同
性戀”的情况，史料記載：

情同伉儷 …… 一女同居，雖不具男女之
形式，實具有男女之樂趣。 50

10. 《光緒嘉應州志》卷6。
11.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

12. 汪宗准、冼寶幹：《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14，《人物》。
13. 《佛山史料匯編》（二），第234頁。
14. 《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6，《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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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II, No.7, Nov.1833, p. 305-306.
16. 《乾隆廣州府志》卷48，《物產》。
17. 阮元：《廣東通志》卷97，《輿地略15》。
18. 徐賡陛：《不自謙齋漫存》卷6，第25頁，光緒八年版。
19. 以上引文均見桂玷：《宣統南海縣志》卷21，《列傳八，
陳啓沅》;陳天杰、陳秋桐：《廣東第一間蒸汽繅絲廠繼昌
隆及其創辦人陳啓沅》，《廣州文史資料》第8輯。
20. 《廣州日報》2014年11月2日。
21. 《宣統南海縣志》，《物產志》。
22. 彭 澤 益 ： 《 中 國 近 代 手 工 業 史 資 料 》 第 2 卷 ， 中 華 書
局，1962年，第365頁；陳啓沅《蠶桑譜》，第1-2頁，
《順商傳奇》，廣東旅遊出版社，2015年，第14頁。
23. 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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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的衛生之道
——以袁氏文書為中心
應煥強 *

摘 要 袁世凱在仕途生涯中獲得多次拔擢，終成清末權臣，遺留下眾多文書資料。
本文以《袁世凱全集》為中心，透過其中輯錄的家書、奏摺以及與朋僚的書
信、公牘、電報等，深入探析袁氏滋補養生觀念、保健實踐、防疫療疾、軍
隊和社會公共衛生治理之實踐。
關鍵詞 袁世凱；養生療疾；公共衛生；社會治理

袁世凱（1859-1916年）在仕途生涯中獲得

間，清廷“視韓太重，不肯輕派人替，殊無奈

多次拔擢，終成清末權臣，遺留下眾多書信、奏

何 。 ” 4 不 能 親 侍 母 親 ， 袁 世 凱 自 責 “不孝，為

摺、公牘、函電等文書資料。本文以《袁世凱全

名所繁，至虧大道，時自罪責、悚惶”， 5 往往告

集》（以下簡稱《全集》） 1 為中心，透過其中著

知母親自己“誦讀如故，身體照常”，“以慰高

錄的家書以及與朋僚的書信、公牘、電報等，就袁

堂遠懷”。 6

氏養生之道深入探析，亦可一窺晚清官宦家庭飲食

袁世凱與兄長姊妹的家書中常常先問及母親的

起居之生活面貌以及近代新式軍隊、地方社會公共

病況，母親身心狀態令他十分記掛。《全集》收

衛生治理的進程。

錄的袁氏第一份文書資料即光緒元年七月廿六日

一、家書談療疾
家書裡敘說近況，講些貼己話，誠懇而親切，
流露出真性情。家書是一種寶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話題多元，又反映家訓 2， 兼及勵志勸學、修身治
家、處世交友、為政理財等 3。 袁世凱在外一生戎
馬，“家書抵萬金”，抒發思念親人之情，給故鄉
親屬極大的慰藉。因公務在身，須聽從清廷調遣。
尤其是袁世凱駐朝鮮任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期

（1875年8月26日）自北京寄出的《致二姊函》，
信中問道：“近數日母親大人精神如何？飲食能加
進否？” 7 袁氏亦常常詢問延請哪位醫家、採用何
種藥方療疾。袁世凱亦了解家鄉個別醫家的專長，
比如“牛先生”擅長斷經病的療治，建議其二姐延
請牛先生診治。 8 袁世凱另訪求方藥為母親除病：

至乳上疙瘩，據鄺先生所云亦甚有理，
可即服其藥為要，仍以靜養為宜，前在此
訪一單方，據云甚有奇效。以螃蟹殼用襪制
為灰，以水沖服，又以栗子毛包用瓦炙灰，
用水調擦抹，久之自可除根，姑乞稟明，酌

* 應煥強，常州市中醫醫院孟河醫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
醫學史、港澳台及海外文獻、中西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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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為叩。

9

及至確診乳癰，並非細病，延請醫家“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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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療治。10 袁有時自有主張，提出母親養病時“鹿

認為其“所說各節甚合孺見，務認准此先生，徐徐

茸不可斷服，山參亦試服”。 明清以來，病家頻繁改

調治，必可復元”。

11

18

但聞“乳核又發，外長甚

醫家冀望

大，其硬如石，至為焦念，此必服藥有誤”，袁家

給富貴的病家療治可以名利雙收，而病家疑忌醫家，

改換“周口丁先生診方，近見稍好”。19 不久，袁

若不能奏效即刻改換，已然成為常態。 13 病家索要

養母病情加重，袁世凱奏請給家回鄉探病。李鴻章

治方，有探察醫家學問深淺、見識高下之目的，驗

准假，並遴派醫員同去診視。袁母病情一度得到控

看療效，決定是否換醫，乃至自行備藥。不久改

制，然兩個月後再次加重病故。認定袁世凱勸慰家

換“王先生”，一邊另求單方試服：

姐“仍須時常服藥，凡事看開，退一步想，天下事

換醫家，醫家與病家之間信任關係脆弱。

12

王先生既保許十天見效，必有把握，究

莫非命也，不必徒煩悶，至損身受病。”20 既是對

竟此時見輕否？乞即速示。又有詢取單方

母親的關心問候，亦反映出袁氏將精神起居和“每

一紙，乞試用，此亦大不難，設見功，則大

飯能食一饃否”的食量視作衡量健康的重要直觀指

幸。求方多試，不定何方即見功。

徵。二姐袁讓在夫家遭逢變故後，回返袁家幫助操

14

又或歸於命理。

持家務，與袁世凱姐弟情誼深厚，袁氏家書的收信

前聞天津有精於看八字者，曾托人請課

人多為二姐。換醫與薦醫同時存在，袁本人接受僚

慈造，據注尚有好運十五年，此時正在身旺

屬推薦的醫家診病。盛宣懷為袁推薦盧醫劉雨翁，

運佳，乳上皮外疾，並不要緊，乞稟毋為深

袁服其藥。 21

慮。所課八字附上乞閱。既有積德，必可上
等期頤，無任忻祝。

袁母常服高麗參、龜膠，一度犯“腫症”，有
時晚間腿疼、頭疼又或濕熱作渴，夜不能眠。袁世

15

待袁母病情好轉時，袁再次研判：

凱認為其母親“雖辦事多年，然總在內，耳目之及

忻悉太夫人慈躬已漸康復，海外孺慕，

甚狹，且年近五旬，身體多病，勞心過甚”，與二

頓覺幸慰。惟仍未復元，右邊猶覺麻涼，是

姐談起自己吐血症犯而臥床十數日之病況時，囑

餘波未淨。如用前送三種藥，服用十數日，

咐“斷不可稟與母親大人，免得老親掛念”。其

必可見效。食物不多，是氣弱不能克化，如

時，袁氏二姐服用丸藥、煎藥，三妹有“心疼心

服用前寄葠，自必依次氣壯能化，可期眠食

跳之症”。袁世凱托二姐夫家人從京城往家中捎帶

如常。惟乞吾姊常稟勸，毋斷服藥。乳核既

丸藥，保障親眷所用補益藥品供應。袁世凱又轉述

不甚疼，可姑且停服活乳核藥，恐太雜有

四叔、時任內閣中書袁保齡的話稱，須擇上品高麗

害。總宜先將風濕治淨為妙。

參“再遇妥便帶回”。 22

16

袁不斷通過家書往來了解母親病情發展，得知
母親“能扶杖時出至外院，精神飲食均如常，至忻

二、身體保養

且慰”，袁一邊採買藥品，一邊提出用藥建議：

右半身作癢，仍是風邪不淨，桑寄生可

袁世凱在家書中強調平常“慎起居，節飲食”，

服用，長蘆蔘實不燥清補之性，可試用為

季節交替，尤須加意保養，思慮周密。“入春入

要。風邪淨去，氣力充足，自可復元。活絡

夏交節之際，尤宜十分謹慎，衣服不可脫，免致受

丸昨自上海買來，及清心丸（此自配，較王

涼”。袁母近六旬時，痰擁、頭疼、腿疼、濕熱、

送尤好）各五十粒，惟清心丸太涼，切不可

作渴等病症亦會發作。袁世凱提醒母親入春後“不

輕服，仍專服活絡丸為安。各項應用藥及各

可輕脫衣服，不可多飲茶，多食勍火物”。 23 “日晚

物均交王鳳祥帶去，按單點收可也。 17

可早回屋內，不可在院內久坐，至天下雨後，尤不

幾番換醫，醫家“李先生”看診後，閱看醫方

可在院中間坐，恐受濕氣或受涼。茶水亦宜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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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薏仁米炒焦沖飲，或常喝益元散為要。”24 叮

儒家孝道謂“身體發膚受之於父母，不敢毀

囑家姐“起居飲食尤須謹慎，丸藥不可斷服。”考

傷”。家書常見向長輩匯報護養身體的情形。曾

慮到姐妹們身體素來並不健壯，又勸解“飲食、衣

國藩的一封家書載：

服亦當慎之”。

25

又謂小兒應少食零物，戒食生冷

甚為受累，始知病在肝虛，近來專服補肝之

袁世凱本人亦頗注重飲食，保養身體。袁世凱

品，頗覺有效，以首烏為君，而加以蒺藜、

往家中寄送銀錢，其中一部分用以飼養雞、豬等家

山藥、赤芍、茯苓、菟絲諸味。男此時不求

禽家畜，供家人作食材來源。徐珂《清稗類鈔》有

瘡癬遽好，但求臟腑無病，身體如常，即為

載：“袁慰亭喜食填鴨，而飼之法，以鹿茸搗碎拌

如天之福。 35

以高粱餵食。”鴨子選取“禽屬之善生者，雄鴨是

愛護家中幼小亦當中應有之義。其時種痘免疫

也。爛煮老雄鴨，功效比參芪。諸禽尚雌，唯鴨

業已普及。曾國藩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家

尚雄；諸禽尚幼，唯鴨尚老。雄鴨為福，滋味如

書中預先呈報擬給孫子女點牛痘，擇選的“牛痘局

瓜果，減低染病的幾率。

一。”

27

病後會繼續服藥，調理一段時日。

系廣東京官請名醫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36

清帝頒賜名貴藥材或丸藥予在京官員乃至官員

四月種痘後再次稟告長輩寫道：

親屬療疾養身，以示恩恤。京官亦有採買滋補藥材

曾孫兄妹二人體甚好，四月二十三日已

之便利，往家中寄送，再分贈其他親屬。陳宏謀獲

種牛痘，牛痘萬無一失。系廣東京官設局濟

陳宏謀家書

活貧農嬰兒，不取一錢。茲附回種法一張，

有載：“每年九卿及各京官俱蒙聖恩許買官參一

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

票，吾得買二斤。從前諸公無銀兌庫，將票賣予

鄉間無人知之。 37

商人自領，可淨得銀四百餘兩不等。” 29 晚清重

袁世凱在朝鮮納婢育有多子，在家書中向家人

臣曾國藩從北京給家屬寄送高麗參、鹿茸、阿膠

稟告孩子“頑壯”、“胖大”、“能解言語”生長

為親

發育狀況。在天氣暖和時給幼子“種花”（筆者

乾隆帝恩賜大內煉制的丸藥歸齡集。

28

和鹿膠，服用含高麗參煎煮的補氣湯藥。

30

屬療疾，袁氏費盡心力，但不全倚賴醫家。母親

註：即種痘），留心創口癒合情形。

乳傍有小疙瘩，袁認為“似血不和，受風濕，可

袁世凱被派駐朝鮮任總督時，密切留意朝鮮王

不必多吃藥，只用和血除風去濕一類藥洗擦即可

室內外情勢。袁世凱在政治上高度敏銳，必要時連

講究服用道地藥材，從朝鮮採買家人

朝鮮當時首要政治人物閔妃患病服用洋藥及巫瞽禳

所用參茸，然後往家鄉寄送，關注服用後的滋補效

禱、放槍驅鬼、西方傳教士行醫辦學在內一道向清

果。個別藥材服用季節一一交待，如“鹿茸至夏天

廷李鴻章稟報。閔妃“腹下浮腫，飲食不入，晝夜

中藥炮製與實際療效關係重大，袁世凱

不眠，過午即驚悸不安”，袁揣測認為“氣虧心

還具體指導炮製技藝。“泡製鹿茸不必去皮，只用

虛”而致。袁查探到病中的閔妃“日事巫禱，日

紹興酒濕其外而以火烤之，不可烤黑，黃焦可用，

服洋藥，外諱其病，以結人心”。 38 袁世凱在朝

刀切開研末可也。以後再寄，當泡製成，以缻固封

鮮查辦教案得悉：

癒矣。”

可服”。

31

32

囑咐家人留心秋涼咳嗽等季節性病症，

謠言之起，先自鄉間，互有訛傳，天

及早防治。為母親療治肱痛時，袁世凱採買了難以

主、邪穌教洋人嗾使韓教徒拐匿童孩，剮

覓得的兩種虎骨膏：一種吉林產的虎骨膏用以貼於

取其腦目心肝，釀煉藥餌。居民或有失小

夏日，給家

孩者，輒相率控告，而地方官不察，即據

人寄送細簾、團扇、摺扇消暑納涼，分送小玉樞丹

以稟報韓廷，遂使韓城士大夫交相驚異，漸

以避毒、避瘟。

傳漸廣。至五月朔後，漢京居民亦皆驚言市

可也。”

33

患處，另一種朝鮮產的則可以煎服。

80

男病尚未痊癒，二月初吃龍膽瀉肝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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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相與譁然，竟謂洋人素食小兒，並有人

堆積穢臭等物，恐至炎夏，易招瘟病，須令掃除潔

見洋人處烹蒸小兒以代魚肉，美國人已食一

淨。”46 嚴令軍隊禁止酗酒，否則罰俸。因公受勞

百餘名之多。各家閉守小兒，防人竊食。複

成疾，給予帶薪養病。 47 中日交戰，清廷召回袁世

聚眾巷區，逢人審查，見有攜小兒過者，面

凱。天津一處徵得“傷科中西醫十三到營，隨帶藥

目稍生即為拐騙，哄然聚毆，始以拳棒，繼

料器具，人役頗多”，給軍隊傷兵療治。48 傷兵日

以刀斧。咸謂韓王及妃信服洋人，如扭控官

增，殊難照拂，延請土醫診治，僱人照護。

署，必為洋人所囑釋，不如立即毆殺，可以

袁世凱在天津練兵，逐步建章立制。創練新

洩憤。連日已斃四人，受傷未死者甚多。且

軍，考求各國衛生之術。營舍高敞，空氣易於流

相聚而言曰：“洋人將使我民無噍類，是亡

通。壯夫聚處，疫癘易滋。兵丁住室，以每名五

也；我先將洋人焚而殺之，彼必伐我，亦亡

十方尺為准。 49 新建陸軍步隊、新建陸軍炮隊、新

也。等亡耳，不如即將駐京洋人悉數焚殺，

建陸軍馬隊、新建陸軍工程隊均配備醫生十數名，

以快目前。”因而匿名告白，紛相粘掛，耆

馬隊另配有馬醫，依照章程按月支付薪水。設軍醫

老會議夜以繼日。初九、初十兩日，幾有

局，醫官“須諳西法治傷諸科，各營醫生均歸調

煽動之勢。

遣”。軍醫局有總辦官、軍醫長、醫生、馬醫官、

40

採折生割的謠言、朝鮮王室受制於西方列強之

醫兵、司藥官、書記官、司書生、護目、護兵、醫

局勢，激起紳民暴力鬧教。朝鮮盛產參茸等名貴中

兵、伙夫。醫局添置和儲備日常所需藥品、藥棉、

藥材。袁世凱擔任總督的主要職責即交涉通商事

紗布等。“官弁兵丁因勞成疾，及打仗受傷者，醫

或許慮及遠

局診治給藥。”50 每營設養病室，每鎮設養病院。

期朝鮮對俄國可能有經濟依賴之虞。中國從朝鮮進

為整肅軍紀，軍士申報病假，醫官親往稽查。“如

口韓葠，徵收稅款。袁世凱不時獲得朝鮮王室頒惠

有遇詐病並誤操短數者，均宜確切記明。”醫官檢

紅葠、白葠、鮮長蘆葠、參茸，袁委託“隨員有事

查軍士體格。“如有身量瘦小、體質素弱及年紀較

有次往天津

老者，即按名登記。” 51 嚴格醫員考績和軍醫局醫

家中寄送“蜜餞鮮白葠兩小罐，虎骨一包……為藥

院財務支出。“各營醫員術業高下，殊難揣定，倘

發函要求朝鮮仁川海關、稅司免於

漫無責成，互相推諉，人命攸關，貽誤匪輕。遇有

宜，禁制朝鮮向俄國售賣中藥飲片，

內渡時便中攜回，分贈內地親友”，
醫病之需”，

43

查驗、徵稅。

41

42

44

經診病症，將所開藥方、脈案，逐一記明簿上。
治癒一人，由該營長官核驗註明所治之人何時痊

三、軍隊醫政及公共衛生管理

癒，加用關防，按月呈由營務處匯報，以憑考核殿
最。”報銷燈油、爐煤、住院兵士養病飲食肉菜、

袁世凱在朝鮮屢立軍功，從嚴管制軍隊。袁世

醫費、藥資、扶持病員長夫的薪金等日常營運費

凱在朝鮮任官時依照邊境檢驗檢疫制度處置港口往

用。領哨官須傳集醫冊上的病夫核實療治情形，務

來船隻。接報日本長崎霍亂（筆者註：時稱“虎列

求真確。“倘有經治不愈，另經他醫治愈，或經治

刺”）疫症流行，發函要求朝鮮商貿官員執行《防

未愈，抑系一人改為二名，及並無其人者，概不得

疫章程》，遵照施行船舶檢疫規則，對赤間關、神

率用關防，以杜朦蔽。”52 1902年，袁世凱創辦北

戶、橫濱、箱館各口，所有由長崎口駛到或經過

洋軍醫學校，後附設防疫局。教員多為日人，用日

該口的船隻執行該辦法。 45 駐軍對在朝鮮的華商

文課本，學制四年，每班四十人。1906年，劃歸陸

店鋪擁有相當的管制權，要求巡查兵丁維護市容

軍部管轄，更名為陸軍軍醫學校，添設藥科。學生

市貌。“遇有華鋪起造房屋不甚合宜，可稟明巡

編成衛生隊到兵營實習，畢業後到軍隊充任醫官。

弁，商令酌改式樣，惟不可強其所難。遇有華鋪前

同時開辦北洋官醫院、北洋女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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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要求官兵注意營區公共衛生。“各隊兵

誤操，成伍參差。攜帶藥品出操。如夏日出操，

丁衣履均須一律整齊潔淨，如遇有衣履汙損者、不

須帶暑藥，軍士易患痧症，及時投服。兵目就醫

即修飾者，由該員隨時指出，囑該管官責罰，並登

可乘驢坐車代步。兵士配備冬夏軍服，諸如皮衣、

記簿上。”陸軍患病兵丁陡增，袁氏推斷“皆由各

單衣、棉衣、號帽、戰靴、手套。留心提防靴傷、

兵丁平時飲食起居不加檢點，該營官長亦不留心考

凍傷、鞍傷、暍傷。軍士獲配發藥棉、紗布、止痛

查，以至轉相傳染，疾病叢生，殊非愛惜士卒之

藥。57 行軍揀選乾燥之地駐紮，以免人馬受病，提

道。仰各分統統帶督飭各領、哨官長，凡兵丁平日

防敵軍水中下毒，“總期有食物、柴草、吸水方便

飲食寢處，均須痛癢相關，視為一體，詳加查核，

處為妥”。

預為防護。不准飲溝渠無源之水，食乖時釀病之

在外行軍，視乎天氣和道路情況，適度安排歇

物，尤不准在潮地坐臥。遇有患病兵丁，易至傳染

息，保障軍士飲食，不致擅自離隊購買以免破壞軍

者，可移至僻靜處調治，不得與眾兵同居，庶可杜

規。58 快速有序整頓內務，查處一起軍官吸食洋煙

絕病源，傳染漸少。馬隊營之馬，亦不准飲溝渠無

案件後，軍律明定軍隊內部禁止吸食洋煙、賭博等

源之水。其右翼第三營左、右兩隊右哨官長，該統

惡習，糧餉豐厚，兵士有積蓄，亦不至於為匪作

帶先加申飭，此後務各隨時加意料理。倘再漫不經

亂。戰地設隨營醫院，救治傷病官兵。購買義地

心，定行撤辦不貸，並傳諭各營知之。”

葬埋亡兵。 59 精選戰馬。派員“前赴張家口外及喇

兵丁須由青年精壯男子充任，防止出現閒散、

嘛廟、達賴貝子一帶地方，按照格式，選購齒輕、

病弱、冗兵局面。申請入伍兵丁須出具甘結，“在

臕壯、高大戰馬以前匹，分起解回山東，撥發各營

家曾讀過經史，體質強壯，並無習氣、疾病、嗜

應用。” 60 又令長夫餵養、馬兵騎用顧惜戰馬，餵

好。自入堂後，若因資質魯鈍，或疾病難癒，致

養夫專司煮料、鍘草、掃除，行軍時餵養夫人數加

須開除，該生所用一切公款，聽候酌量免賠。”族

倍。馬匹瘠瘦、刷洗不淨、餵養失法、馳用過勞致

鄰具保“身家清白，品行端方，既無過犯，亦非孤

有病斃，將受重責，飭繳馬價。

曾經吸食洋煙的、五官不全、手足軟弱、

“衛生者，誠養兵之要務也”。設紅十字會，

體質多病和有目疾或暗疾的不予徵募。清廷籌餉艱

以恤傷病。將衛生知識和急救技能訓練納入軍校課

難，及時汰革軍中老弱，令其另謀生業。嚴防濫收

程。陸軍武備速成學堂學員入學第一年學習醫學及

頂替和冒名頂替。獎勵提拔秘密舉報者。利用生物

急救法大要兩門課程。至第二學年，步兵科、馬兵

特徵等隨時抽點兵丁，“自報年籍、住址、身材、

科、炮兵科、工兵科、輜重兵科學員均須學習衛生

箕斗、三代、保人，與冊內是否相符，並聽說話是

學課程。

子”。

82

53

54

61

否與本籍口音相合。”55 此外，“兵丁自頂至踵，

及時處置港口疫病輸入，完善檢驗檢疫制

身體耳目，均須逐一操練。身體練，則力健筋舒，

度。1903年，法國駐天津的一位軍官報稱，兩艘

動轉靈捷。耳目練，則視明聽聰，奉令迅速。而且

客運輪船上有傳染病患者，登岸後流行津埠。“查

習縱跳，冒風雨，耐勞苦，忍饑渴，必使人人身體

檢疫為衛生要政，遇有船舶進口，自應詳加查驗，

皆足備鏖戰之選，方為合格。矧此項演練，悉擇精

預防傳染，尤須於穿上搭客毫無滋擾，方足以便商

壯，彼老弱疲癃，皆難勝其苦辛，供其驅策，自無

旅而衛民生。”袁世凱飭令津海關道員司督辦，匯

濫竽充數之弊。”

報檢疫辦法。

56

62

體恤兵丁血肉之軀。溽暑三伏天，疫症盛行，

厲行禁煙。晚清重臣深知鴉片吸食流行之危

早操提前進行，晚操隨時酌量辦理。各營頭目和正

害，礙於中外條約和列強壓迫，惟有徐圖緩計。又

兵之菜錢相同，每人每月以六錢為限，且同爨共

或退而求其次，勸誡親屬友人和官軍禁吸洋煙。張

食。正兵專事操練，不得擅派雜事予正兵，以免

之洞論及洋煙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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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害人之物，無烈於此。此事乃古今

1940年代，香港和澳門才實際取消鴉片“合法”行

奇變，不可以常情常理論者也。傷生耗財，

銷。69 原有中外商務條約進口鴉片合法的須協議改

廢事損志，種種流弊，不忍盡言。然而食之

訂條約。將軍、都統、督撫、稅務司於各省水陸邊

不煖不飽，不甘不芳，舉世趨之，真如蓼蟲

境口岸加強偵緝，“以杜走漏闖越”。嗎啡“損體

食苦。尤足異者人，為他雅僻事所累，縱不

傷身”，禁止注射類毒品的製煉和針具生產。逐年

幡然，亦有作輟。獨至此事，一隕其中，沈

減低洋煙進口總量，同時總稅務司加徵關稅。非醫

溺不返；骨肉知交，不能勸沮，良方上藥，

療用途的麻醉精神藥品嚴禁輸入。責成督撫實力執

不肯嘗試；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嗟乎！擲

行，各府州縣以此為考成。 70

春華於九幽，變白晝為長夜，富庶轉為溝

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的第三日刊

瘠，志士廢為尸居。君子愼始，勿待噬臍可

發公告申明禁煙：

也。此固非特士人所當戒，然士人為此，更

鴉片煙為害歷歲久遠，年來訂限禁絕，

何望大成遠到乎？定例：職官有功名人及營

幸覺悟者日多，稍免荼毒，乃軍興之後，禁

業員兵，不准吸食。讀書明理之士，當上遵

令漸弛，復有滋蔓之慮，亟宜重申嚴禁，責

朝章，下愛生命。至於志士仁人，務其遠者

成內外各長官將從前禁種禁運禁吸各辦法繼

大者，無待告誡矣。

續進行。毋得稍有疏懈，並當剴切曉諭，俾

63

曾國藩在家書中誡勉晚輩：“一代疏懶，二代

知禁煙為除害救民之要圖，凡我國民尤宜視

袁

為酖毒，互相勸懲，不得圖一時之利而忘無

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

64

世凱弟袁壽岩吸食鴉片煙，未能瞞過母親，甚是懊

窮之害。 71

悔。袁母給壽岩去函要求戒絕鴉片。袁選人用人嚴

著外交部與英國使節交涉，縮短禁煙約期，限

拒吸食洋煙人士，以經濟手段控制鴉片煙的行銷。

制洋藥輸入。 72 制定《知事懲戒條例》，嚴懲怠

勸誡官兵切莫沾染民間吸食洋煙之惡習：“七戒賭

忽職守、禁煙不力官員。 73 頒行《地方自治試行

博吃大煙，官長查出當重刑。安分守己把錢剩，

條例試行規則》，地方官府和紳董舉辦衛生公益

養活家口多光榮。”

袁世凱視煙酒為民間嗜好之

事業。 74 頒令全國禁種鴉片，停運、禁吸洋煙。

物，奉命籌集政府戰敗後的賠款時，奏請清廷對煙

撥付禁煙經費，各省大員呈報種煙情形。苦口勸

酒商品照舊抽捐納稅，“有裨國計，無害民生”。

66

導貪獲小利、迫於生計的鄉僻愚民，搜查窮谷深

又瞄準熟膏稅，作為籌款大宗。與英國使節暨稅

山，“易以棉靛麥豆等種，俾資抵補”，“量其

務司交涉，對進口鴉片煙（即洋藥）實行包銷，

土宜，勒令改種良苗”。嚴防“丁役借端敲詐”農

光

戶。 75 “匪類種煙糾眾拒捕”格殺勿論。 76 管束藥

緒三十三年，時任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謂“鴉片之

商，限制藥用鴉片嗎啡等品，整理全國煙酒事務，

害，荼毒生靈，虛糜金銀”，外省以鴉片稅收為財

改良社會風氣。

65

杜絕洋商向內地私自銷售及商販私自收取。

67

政資助辦公，有如“剜肉補瘡，積重難返”，奏請

設法救濟貧病災民。冬令時節，天津街面上乞

查得中國

丐、竊賊增多。居民捐輸創立巡警，共資保衛。令

鴉片輸入來源地有印度、波斯、安南、南洋等。香

巡警局、天津府縣長官將乞丐送交教養局、育黎

港為洋藥熬膏之地，由港督協助查禁輸入內地。澳

堂、廣仁堂及衛生局之貧民院等處收留，保衛閭

門既是洋藥熬膏之地，又是洋藥轉運之地，照會葡

閻。其中，少壯者學習工藝，俾可自謀生計，老弱

國駐京使臣申禁。珠江三角洲地區水網密集，鴉片

者留養。 77 日俄交戰，東北難民陡增。津滬紳商善

走私猖獗。廣東政府和海關為維持財政收入，多措

會積極籌款，盛宣懷等官員牽頭勸募，刊刻捐冊，

緝私。內地戰亂時，走私活動重又活躍起來。晚至

假借萬國紅十字會之名，救濟東北災民。 78

國內逐步禁止栽種、販賣、吸食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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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訂立中國紅十字會條例，配合軍方戰

後領導多次防疫工作。公開考錄具備專業知識和

時衛生勤務和內務部賑災施療、募款設立醫院、造

技藝的衛生官員。考生須參加兩輪專業加試：醫學

就救護人材、儲備救護材料，於各省設分會。 紅

專科考試內容涵蓋解剖學、生理學、醫化學、病理

十字會總部設在北京，條例突出了北洋政府對紅十

學、病理解剖學、藥材學、調劑學、衛生學、內科

清政府於1904年頒佈實施的

學、外科學、產科學、婦科學、眼科學、法醫學、

《奏定中學堂章程》中要求中學校開設生物課。無

精神病學、小兒科學、皮膚病學、徵毒學、耳鼻咽

錫籍華申祺、華文祺翻譯日本醫學博士吳秀三的著

喉學；製藥專科考試內容涵蓋物理、調劑學、衛生

作成《中學生理衛生教科書》，該書於1906年由

化學、裁判化學、植物解剖學、分析術、生藥學、

上海文明書局刊行。時任“欽 差大臣太子少保兵

藥用植物學、製藥化學、分析術實習、製藥化學實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

習、調劑學實習、裁判化學實習、衛生化學實習、

總督”的袁世凱在書刊末頁刊載通告，要求各地

藥用植物學實習並顯微鏡用法。 83

字會的監管之權。

80

為教材的發行提供便利，又續指“現在興學為自強

地方社會治理注意防範疾疫，精細掌握人

之根本”。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仍竭力引進西

口素質狀況。頒行《傳染病預防條例》，建立

方衛生制度和醫藥知識。在會見博醫會（Medical

急性傳染病疫情報告制度，尤其是“虎列剌”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外國醫生代表

（cholera）、赤痢（dysentherie）、“腸

時，袁世凱致答詞時對他們予以褒揚：

窒扶斯”（Typhus abdominales）、天然

貴會醫士諸代表此次遠路來京，使本大

痘（variola）、“發疹窒扶斯”（Typhus

總統得與諸位詳見，不勝欣幸，想從前貴會

Exanthemata）、猩紅熱（scarlatina）、“實

醫士在敝國内地辦種種善事義舉，本大總統

扶的里”(dyphtherie)、“百斯脫”(Pestis)。

不勝感激。蓋敝國內地人民於衛生之道不知

一旦疫情爆發，地方首長負責指揮應對，醫師或檢

注意研究，殊不知國家之強盛，全恃有精壯

疫防疫官吏憑執照配合設立隔離場所，施行舟車檢

強幹之國民，故必須注意衛生。全賴諸位熱

疫，消滅傳染源，阻斷傳染途徑，如實報告疫情。

心勸導，使研究衛生之道者，日益發達。又

採取強制手段處置傳染病者的屍體，遠郊深埋、三

內地之窮民婦孺頗有仗貴教會之保護撫育，

年後方得改葬、如有必要火葬。84 停止集會活動，

並授以文明知識者。此貴教會之大有益於我

消毒清潔。中學校引入生理衛生科。85 遇有災變、

國者也。又如前年東三省鼠瘟之起，為害甚

傳染病，學校停課關閉。 86 戶口調查事項有姓名、

烈，亦經貴會前往幫助各地方官以種種善法

性別、婚嫁、生育、年齡及出生年月日、居住處所

防備，始得不至蔓延至於已甚。此時悉賴貴

及年限、職業、宗教、教育程度、盲啞瘋癲及其他

會之力，即此次敝國成立，當南北戰事殺傷

廢疾、戶內人口對於戶主之稱謂關係、亡故。 87

甚多，貴會不避艱險困苦，救護甚眾，本大
總統常懷感激而恨無機會致謝，今日得此機

結語

會以謝諸君，固至為欣悅之事也。此外尤有
所望於諸位者即回去後，仍如昔之熱心勸導

袁世凱家書反映了袁家滋補保健養生、療疾的

保護敝國人民，俾將来皆成為強壯文明之國

觀念和應對、醫病關係、生活起居謹慎的習性，愛

民，則不徒於貴會之名譽，國交之融洽亦有

惜身體，常用參茸、韓參，丸藥不斷。袁世凱處理

關焉。此則本大總統所感佩於無既者也。

軍政要務，重視公共衛生事業管理的制度建設，強

袁世凱邀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1879-

化官兵衛生意識和習慣，掌握一定基礎醫學知識和

伍連德其

急救技能，成為鍛造新軍風紀的重要一環。軍制和

1960年）回國擔任大總統師從醫官，
8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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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行政機關中創設近代衛生機構、設施設備，
培育和吸納軍隊和社會公共衛生醫藥人才。因應
時局變遷，禁絕鴉片嗎啡毒品、整頓煙酒，防止
傳染病疫情，採取切實措施改進社會治理，防範
各類情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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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與抉擇：香港淪陷後流亡學生
安置問題研究（1941-1944）
鍾元澤 * 張曉輝 **

摘 要 1941年香港淪陷後，許多學生失學流亡於內地，國民政府和汪偽政府都採取
了相應的措施進行安置。雖然雙方都採取了接待收容、增加學額和頒發救濟
金等措施，但具體的內容卻不盡相同。立足於這個特定的時間和場合，通過
比較分析兩者在安排香港學生的措施上，可以得知兩者的安置工作並非是單
純的政治對抗，更涉及了如何客觀地評價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對香港難民的
救濟活動等問題。
關鍵詞 安置；香港學生；國民政府；汪偽政府；抗日戰爭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批香港學生因

偽政權共同參與的歷史場域，二者必然發生劇烈之

戰事影響，失學流亡於內地。國民政府和日本扶持

政治對抗的預設裡。研究者要趨避此種干擾，了解

的汪精衛政權（國民政府稱之為“汪偽政府”，以

各種特殊案例不啻為一種解決手段。其二，戰爭中

下簡稱“汪偽”）都對他們進行過接收與安置。學

食不果腹的流亡學生，投向國統區或者淪陷區，是

界對香港淪陷後學生撤入內地這一歷史事件雖有關

否或因此便斷言他們選擇了抵抗或者投敵？加拿大

注，但研究重點放在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簡稱“國

學者卜正民就此提出：“身處亂世的人們，也許沒

統區”）內各校接收香港學生及香港學生在國統

有多少時間和精力來思考自己行為的意義，只是盡

區內生活學習的情況。 而對汪偽政府也曾嘗試安

最大努力為自己也為周圍的人活著。” 2 這對抗戰

置香港學生的關注相對闕如。香港淪陷後，國民政

時期難民救濟問題的研究不無啟發意義。鑒於此，

府和汪偽政府針對如何妥善安置香港學生都曾頒佈

筆者嘗試將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安置流亡學生的史

和實行過一些政策及措施。個中有兩點值得追蹤：

事從抗戰史中剝離出來，並對之進行比較研究，進

其一，我們在研究中容易陷入當涉及國民政府與汪

而辯證地分析與評價，藉此提供一個實證的案例。

1

一、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安置流亡學生的緣由
* 鍾元澤，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 張曉輝，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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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校舍被日軍侵佔，大批儀器設備、圖書資料

胎於國民政府的主和派，深知“華僑經濟為抗戰的

被洗劫。 由於多數學校被戰事影響，教育完全停

源泉”。 10 1940年，汪偽廣東省政府甫經成立，

頓，大批學生因之而失學。從1942年1月底開始，

就對廣州的教育進行恢復，並於次年宣佈成績：

不願放棄學業的學生，陸續結伴夾在難民潮中逃往

新設置了省立中學七所，八桂中學、嶺嶠中學、執

內地，尋求機會繼續求學。然而滯留廣東的他們卻

信中學、復興中學、明德中學等名校陸續遷回廣州

遇到許多困難，迫切需要救濟。據《申報》稱，港

復課。同時派員往港澳地區聘任了一批各原校教職

澳兩地約有24,000名僑生， 自香港淪陷後，“搶

員回廣州服務。 11 復興中學更宣佈“一般港澳之失

救僑生問題深為各方面注意” 5 。

學青年，亦多前往該校報名云”。 12 汪偽立足於所

3

4

為何搶救流亡學生，有兩點應該很明確。第

謂“初具規模”的教育實力，倘若爭取到香港學生

一，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對流亡內地的學生進行安

的支持，對其擴展僑務工作，撼動國民政府在國內

置，是一種政府應盡之責任。國民政府為中國合法

外的正統地位，其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出於雙重

政府，承擔起收容責任是理所當然的。而當學生流

考慮，汪偽政府也有安置香港學生的打算。

亡至淪陷區內，基於汪偽政府自詡“合法的國民政
府”的宣傳基調，安置學生也是必需的。退一步來

二、國民政府安置流亡學生及對日偽的防範

說，政府對安置流亡學生“不作為”，勢必引起國
內外輿論的責難，自毀形象。第二，兩方將如何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即將安置香港學
生提上了日程。1941年12月16日，廣東省臨時參

置流亡學生，其實存在著一種微妙的角力。
對國民政府而言，1940年廣東省為就近培養專

議會通過了《救濟太平洋戰爭後回國的難僑、港胞

門人材而開展“大學歸省運動”，勸說因廣州淪陷

和僑生及義童》等決議案。1942年1月1日，廣東省

而散走後方或港澳的學校回遷粵北， 其後省府所

緊急救僑委員會成立，並頒佈《工作計劃大綱》，

在地曲江縣所擁有的學校直達228所（包括大學4

宣佈救濟對象為：“逃難返國的僑胞、省內的僑眷

所，中學10所）。 廣東省的教育亦因此恢復了一

及原在省內各校就讀且一向依賴僑匯的僑生。”針

定的元氣，有能力收容香港學生。香港淪陷之前，

對香港學生陸續流亡廣東的情況，1月5日，教育部

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表示：“本人就平日之觀

特致電廣東省教育廳，“飭將辦理收容登記港澳及

察，深知一旦軍事發動，南洋群島、緬甸及香港等

海外歸國員生，隨時報部核奪。” 3月，再令廣東

地之淪陷，因而影響各地之僑民教育，並使僑生處

省教育廳“派員赴三水等五縣照料港澳撤退員生，

於困苦顛沛之境，均不易或免，故教育部於奉行七

其活動費用均在前撥之救僑費中開支。”13 可見，

中全會之提示，‘注意僑教視導’，派遣緬甸、港

國民政府對安置香港學生已有相應的舉措和預定方

澳等區僑教視導人員之時，在各該員出發之前，曾

案。歸納如下：

6

7

再三諄囑，萬一戰事不幸波及各該區域，各該員必

其一，資助僑港立案學校回遷。1938年10月

須儘量協助僑生退入國境，以符中央搶救青年之

廣州淪陷後，國民政府在香港擁有嶺南大學等數

旨，並應補助其用資，解決其交通之困難。入國

十所僑港學校。國民政府為避免這些學校的學生

境後，即比較易於救濟，並可得繼續求學。” 廣

（包括香港學生）也陷入流離失所的境地，下令

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則認為，此事“關係重大，倘

各校遷徙回內地。事實上，這項計劃在1941年12

不努力爭取，則千餘萬僑胞，將為敵有也”。 9 可

月之前就已經展開了，僑港的師生按照計劃安排，

見，國民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認識到安置香港學生

分批陸續撤往粵北。這些學校內遷需要一筆不菲的

意義重大。

費用，國民政府亦將納入考慮之中。先是廣東省有

8

對汪偽政府來說，它的領導成員和主要幹部脫

組織地墊資予嶺南大學等校，致使其順利完成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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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再準備專案轉呈中央賑濟委員會及教育部等

學生已經達到飽和的時候，教育部決定在廣東坪石

有關機構協助救濟。在此項行動之中，國民政府對

與樂昌新設兩所國立中等學校——第二僑民師範和

回遷的大學就共發給設備補助費125萬元，其中國

第三華僑中學，分別撥給兩校的開辦費和年度經費

民大學30萬元，廣州大學50萬元，嶺南大學45萬

25萬元。廣東省政府又在教育部的基礎上，撥出約

換而言之，國民政府基本保證了學校回遷

14萬元的專項經費，在各省立中學增設了高中32

元。

14

能夠資金充足。

班，初中102班。此外計劃在新興、雲浮，茂名、

僑港立案學校回遷一直持續到4月。據統計，

豐順，河源等5縣，分期新設5所臨時中學，各校含

這些學

高中6班，初中9班。21 又設法延聘了一批自香港回

校在安排妥當後，也積極參與後續的安置工作，

來的學者。中學方面，廣東省教育廳飭令各省立學

如回到粵北坪石的嶺南大學允諾接收海外僑生及港

校設法安置原有的戰時教育工作團增收的人員，另

澳學生，他們由此得以“源源不斷來院修讀”。

增戰時教育工作隊，22 雙管齊下，為回遷的學校提

單是“脫險歸來的中學生就達2萬人”。

15

16

其二，在沿途交通要點設置香港學生接待
站。1942年1月以後，香港學生流亡內地數量增

教育部宣佈“救濟金……要皆採因地制宜之便

加。一方面僑港學校內遷已經從派出小部分人員

利，固無分畛域也”。23 隨後國民政府將救濟對象

試探性撤出階段進入了有序的分批次撤退階段，

的範圍定為“每名在校的華僑教員和學生及海外歸

另一方面日軍在其“歸鄉生產運動”中強制驅趕

來的僑生”，規定每名大學生可獲得救濟金200

香港平民的力度加大，這使更多的香港學生淪為

元，中學生100元。針對個別學校的特殊申訴，如

難民。鑒於此，廣東省教育廳針對流亡學生的回

嶺南大學稱“現本院僑生困苦非常，內地既無親戚

省方向，在原有難民收容所的基礎上，再度派員在

朋友，亦鮮少通貨，無門援籲乞人，饕餮莫繼，囊

惠陽、三水、豐順、台山、茂名五個主要地點協助

囊俱空，迫得將衣物典押，並日而食，非不自惜其

辦理救濟，又在沿途分段設置了24個專門接待學生

身，而經濟來源斷絕，莫可為何”，又追加香港學

的站點。

17

在動盪的戰亂環境下，廣東省政府為維

生“比照戰區學生待遇核給貸金”的待遇。 24

護學生返回內地免遭到盜匪打劫，特意派出武裝人

其四，為警誡教師附逆而修正《懲治漢奸條

員在必經路線駐紮，“分區分段負責守望，維護治

例》。國民政府在安置香港學生的工作中，與汪

安”，並對被劫案限令一星期內破案，否則出資賠

偽政府決非毫無交集，相反，卻存在一種微妙的

在取得階段性進展後，國民政府進而對部分

角力，如在修正《懲治漢奸條例》部分條款的事

償。

18

基層人員盤剝學生的情況進行了處理，凡擅收保護
費者概“以盜匪論罪”，並將救濟不力的惠陽縣長
撤職查辦，以爭取香港學生。

情上。
早在1941年12月3日，廣東省政府就接到新會
縣的呈請稱，偽縣長鄺挺生登場後為厲行奴化教

19

其三，增加學額和頒發救濟金。1942年2月11

育，不惜以“厚重聘金引誘意志薄弱之知識分子

日，廣東省命令各縣市政府對在各地接待站登記的

充任教師”。報告認為他們對“本縣教育前途之

學生進行妥善安置，“其志願返回原籍就學者，應

影響甚大”，為補救起見，除了儘量提高教師待遇

相應指導其行程，並飭屬妥為保護回抵原籍，後應

外，“擬請鈞府通令，一般知識分子如有甘受敵偽

由縣府分別介紹於當地公立學校，按其程度編級肄

利用在敵佔區擔任實施奴化教育者，一律以漢奸罪

業，各校班級並准儘量充實。”並保證如果現有中

論罪，用資警戒”。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將其“指

學經擴充後還是無法完全容納，各校可以向省政府

復在案”，並函請司法院解釋，按下不提。

再申請專項經費。中學以外，如中山大學等高校亦

次年2月，發生了香港淪陷後存在未及撤出並

當學校因安置

滯留香港的教師，而汪偽政府正在嘗試和這批教

務必擴充僑生先修班來容納學生。
90

供有力的師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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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接觸，並已聘任若干教師，帶走不少學生等情

上報，為新入學的香港學生申請了特種救濟金。 31

況，國民政府斷然宣佈修正《懲治漢奸條例》，
認定“一般知識分子如有甘受敵偽利用在敵佔區擔

三、汪偽安置流亡學生及對國民政府的干擾

任實施奴化教育者……該項教育如係以反抗本國為
主旨，即屬通敵而圖謀反抗本國，”25 以警誡未及

1941年12月29日，汪偽廣東省政府下令“保

從港九地區撤離且意志薄弱的中國教師帶領學生投

護港九回鄉難民”。次年1月1日，派員會同偽寶

奔汪偽政府。

安縣長赴深圳設立辦事處，“辦理指導難民回鄉

其五，與香港大學臨時協濟會合作。在得到國

及一切散賑事宜”。 32 汪偽政府先後在深圳及太

民政府安置的香港學生群體裡，香港大學學生是特

平鎮兩地設置難民辦事處，除廣州市區由賑務分會

殊的一群。香港大學既是香港淪陷前唯一的高校，

負責外，寶安、東莞、番禺、中山、惠陽、新會等

又是香港淪陷後停辦、學生無法成建制撤退的學校

各偽縣政府亦相應奉命成立機構，接收學生。 33 3

之一。它的學生得到國民政府的安置，是通過香港

月17日，為擴大救濟和收容力度，專門在廣州成

大學臨時協濟會來完成的。

立了偽僑務委員會駐廣州辦事處，旨在“處理僑民

1942年3月，流亡至重慶的香港大學醫學院院

之移植、保育及便利指導、監督僑民出入口”，並

長王國棟（Gordon King）向國民政府申請救濟港

負責“華僑子弟回國昇學之指導事項。” 34 5月，

大學生。4月，國民政府應王國棟之請，成立以中

因“汕頭地方，僑務又極其繁重，一切工作，勢

英文化協會總幹事杭立武為首的香港大學臨時協

不能一日中輟”，又將特派員駐汕頭辦事處陞格為

濟委員會。委員中除國民政府代表外，尚有英國

僑務委員會駐汕頭辦事處。 35 廣州和汕頭都是僑生

駐華大使館官員費喧（T. J. Fisher)，香港大學

回鄉的重要城市，汪偽將兩個辦事處安置在此，與

該委員會主要與廣

深圳互為犄角。顯然，偽政府對救濟香港學生亦有

教授許乃波、王國棟等人。

26

東省教育廳一道負責港大學生收容工作，並與各

一定的部署：

高校聯繫，使它們盡可能接納港大學生借讀。事

第一，對香港學生提供入學優惠。汪偽依託其

後看來，國民政府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無不為其

事先規復的中學，以保送、插班、轉學乃至免費學

提供便利。如廣東省教育廳發佈《廣東省救濟港澳

位等方式吸引香港學生。如對在求學年齡無力就學

及海外回國之學校員生暫行辦法》，就提出了專門

的香港青年，將其分送各級學校肄業並輔助費用。

針對港澳及海外大學生的規定：“除由教育部指派

復興中學聲稱：“不少青年學子中途失學，為救濟

學校收容外，必要時由本廳指定專上學校增班收容

此項失學子弟藉免傍徨起見，乃於中學部為此輩增

5月25日，教育部更正式發文訓令各高校

設高初中各一班，附屬小學，增設二班，所有各插

之。”

27

接納港大學生。

班生學費，均予豁免，以示優待。” 36 還對外宣

28

香港大學臨時協濟會適時成立，對安置香港學
生無疑是效果明顯的。截止至同年12月，在該會

佈，各校已經“遴聘富有學識經驗教師擔任教席，
務期學生知識得以充分發展”。 37

登記的港大學生已經達到278名（後劇增至357

此外，汪偽報紙渲染出大批學生來廣州繼續求

名），其中346名港大學生分別被國統區至少15

學的態勢，引誘香港學生安心投奔。如1942年1月

所大學接納。這346名學生之中，有330名學生

13日，對廣東大學附中的報導稱：“近日以港澳

該機構的存在，促使香港

及四鄉返市學子日見增加，而請求入學者為數甚

大學學生得到了更為妥善的安置。如黃秀貞等15

眾。” 38 1月28日，華南計政學校“報名投考者，

名香港學生星夜兼程，奔赴粵北。30 因得香港大學

異常擁擠云”。 39 其次，委派前香港知用中學校長

臨時協濟會介紹之便利，中山大學在兩日後即造冊

蘇熊瑞，在廣州設立免費補習學校，專門針 對部分

是經由該會聯繫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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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上學期功課，既未完成，不易轉學，若

鏞教授及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師生至廣州服務。 47

於下學期插班，則省中各校，又無春季班可資銜

據1942年1月18日偽《中山日報》刊登廣東大學的

接，對於轉學方面，深感困難”的情況，為他們補

消息，“自香港淪陷後，往日居留該地之國內科學

習，以順利和正式學校課程銜接。

研究專家，及知名學者，均陸續歸來本市，聞該校

40

在接收學生的工作上，汪偽對來穗香港學生的
學歷一概予以承認，甚至遺失證件者亦可免試錄

聘請為教授者，亦有多人。”48 由此可以推測汪偽
此舉取得了一定成效。

取。廣東大學在招生啟事宣稱：“香港陷落後，該

第三，修改貸金制度以吸引香港學生。1942

地大學生之失學者為數不少，為使彼等有繼續求學

年2月10日，汪偽行政院修正《僑務委員會保證歸

之機會起見，決定於卅年度下學期各學院均招收轉

國求學僑生貸金暫行辦法》，稱凡向本會申請僑

學生，曾在港地各大學修業而有證明文件者，盡可

生貸金，在中等學校肄業的僑生，每月以國幣40

事實上，該校“招收學

元至60元為限，在專科以上學校肄業者，每月以

生可以免試入學，證件可以補交（其實入學以後就

國幣50元至70元，並於2月14日正式下發。 49 2

算了）。” 42

月21日，又訓令“保證歸國求學僑生貸金兩萬元由

儘量收容，以宏造就。”

41

第二，攔截、甄別港校港生和招攬教育機構到

三十一年度（1942年）救濟費項下照數撥交，”50

穗。國民政府的僑港學校分批撤退，行進途中要經

以保障香港學生入學後不致陷入經濟困難的境地。

過日偽所控制的區域。對此，汪偽在交通要點設置

除正式的貸金外，廣東大學更是延續了以往既有之

障礙，攔截各校負責人和香港學生。其時搜索之

豐厚獎學金制度：“本校獎學金分甲乙兩種，甲種

嚴，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也不得不化妝混在難民

每月給予國幣50元，乙種每月給予國幣30元。乙

之中偷渡回內地。

種獎學金，暫定文學院30名，法學院30名，理工

43

1942年初，日軍佔領當局宣佈香港九龍一帶由

學院20名，農學院20名。” 51 該校辦學不足5年

日本軍政機關管理。依仗日軍，汪偽將搜索之計發

的歷史當中，前後只有4屆畢業生，總數不過200

揮到極致，宣稱：“凡欲旅行該地區，無論何國國

人左右。 52 籠統地計算，獲獎比例為1：4，4人之

籍者均應先行徵得日本華南軍事當局許可。”返回

中即有1人獲獎。每名學生除獎學金與救濟金外，

內地者，必須持有汪偽所頒發的路引證件，否則按

每月還可得30元的補助金。 53

通匪論處。44 1月9日，該項措施進一步加強。汪偽

值得注意的是，汪偽政府不僅撥資救濟歸國的

對轄區內的所有旅館厲行戒嚴令，頒佈新的《取締

學生，還延續了1941年的僑生政策，即對其中少量

旅館規則》，對舊有已註冊的旅館進行背景審查和

傾向所謂“和平運動”的學生，予以特別招待，期

住客登記。

望通過他們“思想的轉變”，去“影響整個華僑的

45

為防止進入淪陷區的學生“投奔渝方”，偽政

心理”。54 如廣東大學所招收的學生熊建章等，這

府於1月17日令轄區內的難民收容所，“應按日分

些學生多是身份特殊者（出任偽校教職的教師子侄

上下午兩次派員前赴該所查證新收難民，分別男女

和舊時學生）。 55 這些學生之所以被當時條件較好

小童數目，登記列表”。同時，告知凡收容港九人

的廣東大學所錄取，不能否認有此緣故。

士的戶主必須“向分局報告登記”，登記之後，偽
警局亦會每天兩次派警登門核查。 46 這樣從難民中

四、國民政府和汪偽政府安置措施之評析

甄別出流亡學生。

92

除在途中攔截僑港學校外，汪偽也嘗試派員前

1942年是香港學生逃亡內地最多的一年，國

往香港接觸滯留的教育機構。香港淪陷方才數天，

民政府和汪偽政府都對他們進行過收容和安置。

偽教育廳長林汝珩就親自前往香港邀約滯留的陳煥

比較雙方的安置工作，二者互有長短，亦有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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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安置措施而言。國民政府和汪偽政府

宣傳愛國思想及揭露日偽暴行。加諸國民政府是

對香港學生採取接待收容、頒發救濟金、擴充班額

中國的合法政府，在輿論上能引起廣泛同情和認

等安置措施。從流亡學生的處境來說，香港淪陷

可。對此有專門研究的蔡榮芳認為：“汪偽對日

後，他們散走內地，失學無依。這些學生大都來

姑息的‘和平建國運動’，很難得到一般香港民眾

自因受戰事影響而停辦的學校，在逃亡過程中，

的認同，汪派在香港的勢力，只不過是一批特務做

他們和普通難民別無二致。政府將他們從普通難民

情報工作、收買黑社會三合會幫會人馬的支持，以

中甄別出來，給予特別安置。這種做法保證了香港

及一些報人出版幾種報紙，發表一些‘和平救國’

學生的人身安全，是必需的措施。同理，頒發救濟

的‘愛國’理念而已。” 58 香港淪陷後，這些觀念

金、擴充班額促使學生復學等後續措施在不同程度

激發了香港學生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緒。畢竟汪偽

上達到了安置香港學生的目的。儘管是不同性質的

政府是一個傀儡政權，與當時人人不齒的“漢奸”

政府，但客觀地說，它們的工作改變了一部分香港

形象掛鉤。學生前往淪陷區，終究心懷芥蒂。國統

流亡學生的際遇，使他們安頓下來繼續求學，不能

區的物質條件雖弱於淪陷區，粵北山區的環境也不

否認這個事實的存在。

可能比廣州市區舒適，但在流亡學生眼裡，國民政

其次，對比雙方的工作條件，可謂各有優劣。

府是一個奮起抗爭的抗日政權，具有崇高的形象。

處於珠江三角洲較發達地區的汪偽政府在行政效

此外，在汪偽收容和安置流亡學生之時，日本

率、辦學條件、資金經費等方面，無疑比身處粵北

南進的既定計劃已經展開。大量僑產被徵軍用，特

山區的國民政府居於優勢。它採取的措施都是在日

別是吞噬香港可以維持3年之久的糧食儲備，將95

軍於粵港兩地佔取軍事優勢的背景下實行的，諸如

萬擔存米運走80萬擔充作軍米，引發了糧荒。為緩

推行戒嚴令、招攬僑港學校等等，這使措施得以貫

解糧食壓力，日本開展強迫香港市民回省的“歸鄉

徹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又如國民政府需要香港學生

生產運動”，用欺騙、脅迫或強制的手段驅趕香港

出具或補辦證明，汪偽政府大約考慮到流亡內地的

市民，導致平民非正常死亡人數劇增。59 日本並不

香港學生多數出自於國民政府粵教廳登記之僑港立

會重視支持汪偽救濟香港學生，汪偽要發展僑務就

案中學，如強要學生出具證明，不啻於將他們推向

更無從談起了。而香港學生對“侵奪僑產”和“歸

國民政府一方。所以對他們放寬限制，免繳證件。

鄉生產”是有切身體驗的，容易產生同仇敵愾之

此舉雖受限於客觀條件，亦有取巧之處，但能擴充

感。當兩者同時作用於流亡學生身上，即使汪偽

收容範圍，對學生亦是有利的。

開出的條件再優惠，也不會成為他們的第一選擇。

國民政府安置香港學生過程中一直受限於交通

最後，比較兩方政府最終安置的香港學生人

不便，經費困難及教育設施殘缺等客觀因素，難以

數。據國民政府廣東省教育廳統計，僅1942年7-8

保證學生能夠得到完全妥善的安置。如鄭澤隆的研

月間，在該廳登記的香港學生即有香斯偉等553

究就表示：“省政府為救濟僑生而舉辦的學貸和僑

人。 60 截止至12月，除大學生及待業生外，尚有

貸業務，多因‘手續繁雜，或需富商作擔保’，令

中學生325人。 61 此外，僑港立案學校回遷的行

許多學生望而卻步，而經過層層盤剝，可以發放到

動一直持續到4月。據統計，單是“脫險歸來的中

接收不少香港學生的嶺南

學生就達2萬人”。 62 從香港大學臨時協濟會遞交

大學“條件異常艱苦，物資短缺，宿舍擁擠，幾個

給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報告得知，1942年12月前在

學生共用一張桌子”。更有甚者，有些學生因為國

該會登記的港大學生已經達到278名（後增至357

統區藥物缺少，死於疾病。

名），346名港大學生先後被國統區至少15所大學

學生手中的並不多。”

56

57

儘管如此，國民政府卻也擁有對於汪偽的優
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即不遺餘力地在香港

接納，其中330名學生是經由該會聯繫的。 63
投奔國民政府一方的香港學生有著強烈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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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此中愛國事蹟不勝枚舉。如1942年初，20

畢業生。至於廣東大學附屬中學在1942年僅僅接

餘名香港學生在王國棟的帶領下，經過四五個月

收了一名中學生。

67

的長途跋涉，抵達成都華西大學，尋求借讀機會。

兩相比較之下，國民政府所安置的香港學生人

至1944年曲江淪陷，又有8名嶺南大學的香港學生

數遠超汪偽政府。可見，當時一般的香港學生雖然

致信華西大學說：“曲江疏散，敝校奉令停課，生

接受過港英殖民地的教育，但在落難之時仍能秉

等疏散抵桂，咸感彷徨無寄。生等家本港澳南洋，

持正義之心，保持民族氣節。即使汪偽政府許諾

自太平洋事變後隨嶺南大學遷回祖國，繼續在孫逸

給予他們的待遇更為優厚，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仙博士醫學院修業。今逢此變，惟恐所學難成，再

絕大多數人寧願選擇繼續顛沛流離，也不願意接

嘗失學之痛，且貴校創立迄今，成績卓著，生等渴

受嗟來之食。

望已久，故懇請鈞長准予轉學貴校醫學院，以求繼
習所學。” 64 在華西大學畢業且留校任教的楊振華

結語

針對就讀華西大學醫科的香港學生生活學習情況
說：“（他們）一提到日本人，無不咬牙切齒；

綜上，香港淪陷後，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為安

他們一腔愛國熱忱，傾注於學業中，不論上課、

置流亡學生而制定了相關的政策、措施。國民政府

討論、實習、查房、寫病歷極其用心、認真。”

65

的安置工作儘管受限於戰區交通不便，經費困難及

汪偽政府方面，以專為收容港澳失學青年所設

教育設施殘缺等不利因素，但是依然負起了中國合

置的（偽）廣東省立臨時中學為例，“聞該校報名

法政府的責任。此舉不單使學生結束流亡繼續求

人數凡五百四十餘名，取錄者計三百二十餘名，惟

學，同時免於接受日偽奴化教育，也提昇了抗日

連日港澳學子陸續回省要求，該校設法收容者紛至

政權的國際聲望和抗日軍民的士氣，更對汪偽政府

沓來，該校仍在設法收容中”。經筆者依據錄取學

形成了有力的回擊。至於汪偽，其安置流亡學生的

大學生方面，（偽）廣

工作，對香港學生的人身安全和復學雖有一定的作

東大學截止至1942年12月，錄取了鄺善萍、陳紹

用，但究其本質是為傀儡政權服務的。而對於部分

舜、熊建章等47名從香港撤出的學生，其中陳紹

進入偽學校裡就讀的學生，不能對其過度苛責，而

舜肄業於香港大學，伍慶常、傅奉賢修業於嶺南

從戰後國民政府開展的偽校學生甄別運動中看，決

大學，張國歡肄業於廣州大學，何志中畢業於廣

非明智之舉。這也是一個值得繼續探究的話題，或

大計政班，何宏來自於嶺南大學，餘者均為高中

可相機另撰一文再作探討。

生名單統計，合3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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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宮前事件
——十六世紀日歐文化衝突的頂峰
陳競翹 *

摘 要 宮前事件是1561年爆發於在平戶城內經商的葡萄牙商人和日本人之間的一次
衝突事件。事件起源於平戶領主松浦隆信為獲取與葡萄牙商人貿易的特權，
而促使領內民眾改宗信奉天主教，引發了佛教與天主教、本土文化與外來文
化的衝突。國內學界對該事件較為陌生，因此希望借此拋磚引玉，引起國內
日本史學者對宮前事件及日歐文化衝突的討論。
關鍵詞 宮前事件；松浦隆信；洛倫索•了齋；日葡貿易；日歐文化衝突

前言及學術回顧

年來國內對王直其人的研究日漸增多，而他恰好是
日葡貿易的仲介，因此通過對宮前事件前的平戶和

1561 年，平戶發生了一起葡萄牙商人與日本人
之間的一場暴力事件。這場史稱“宮前事件” 的發

松浦、王直兩人關係的研究，來幫助學者們從側面
深入分析王直的角色和作用。

生地點，位於平戶港旁邊七郎宮的露店，因此研究

日本方面則有一定數量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

松浦黨的學者以“宮前事件”命名。要了解宮前事

外山幹夫對松浦隆信的研究較多，其代表作有《肥

件的前因後果，需要對松浦隆信 1、洛倫索·了齋等

前·松浦一族》 3 、《松浦氏與平戶貿易》 4 以及

人、葡萄牙人的宗教貿易合一政策以及當時平戶的

《松浦氏的領國支配》 5 等與松浦隆信相關專論。

社會經濟狀況進行一番考察。

此外，對事件當中另一名主導人物洛倫索·了齋

6

由於事件的特殊性及關注度不足的原因，中國

的研究成果有結城了悟所撰寫的《洛倫索·了齋―

國內幾乎沒有學者對宮前事件以及松浦隆信等人的

平戶的琵琶法師》。 7 而日本國內翻譯的傳教士書

事蹟進行過研究，可以說這是國內研究的空白區。

信以及部分傳教士著作當中也有對事件的描述，將

本文實際上是筆者從自身畢業論文 2 中截止其中一

在文章中有所提及。但整體而言，日本國內也沒有

章節，在此基礎上進行改寫和擴展而成。同時，近

對事件進行綜合性研究分析，只有簡單論述散見於
各類文獻當中，如幸田成友的《日歐交通史》8，岡
本良知的《十六世紀日葡貿易研究》9，松田毅一的

* 陳競翹，暨南大學文學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專業方向為亞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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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發現：回顧信長時代》 11 ，高瀬弘一郎的《關

にして、此地に約五百のキリシタンあり。

於切支丹時代的“教商”》 ，岡美穂子的《商

ドアルテ·ダ·ガマの船當港に来りしを以

及《南蠻•

て、乗組のポルトガル人の懴悔を聴き、又

紅毛•唐人 ：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 ，

新たに帰依したる者に信仰の事を説かん為

、《日葡交通的

め、イルマン一人と共に豊後より当地に来

12

人與傳教士——南蠻貿易的世界》

13

14

日葡協會編撰的《日葡交通》
起源》

16

15

和 《 日葡通交論叢》 。本文將採 用 上
17

下對譯的方式，以楷體標明書信日譯本放在括弧
內，與筆者譯文對照呈現在文章中。

一、宮前事件爆發前的平戶
1550 年，平戶的大名松浦隆信為了吸引葡萄
牙商船來平戶港口貿易，同時也看中了與葡萄牙
人貿易所產生的巨額利潤，由於松浦隆信不滿幕
府的政策，希望借助與葡萄牙商人通商來發展壯
大自己的勢力。基於宗教貿易合一政策，他允許
傳教士在平戶可以自由地傳教以換取日葡貿易在
領內的順利進行。
葡萄牙人抵達平戶後，隨即與當地商人展開貿
易。因此，在1550年，平戶打開港口迎接葡萄牙商
船的到來，成為日本“南蠻貿易”史上首個與葡萄
牙人通商的口岸。1555年，兩艘分別屬於杜亞爾
特·達·伽馬（Duarte Da Gama） 和迪奧戈·
瓦斯·德·阿拉貢（Diogo Vaz De Aragão）的
葡船抵達平戶。 18 在鹿兒島傳教無望的沙勿略等
人，也選平戶作為傳教的落腳點。同年他到訪該
地，拉開了基督教在平戶傳播的序幕。
在平戶傳教的加戈（Bathasal Gago）神父，
向葡王約翰三世呈奉的書信上記載著1555年平戶基
督徒發展的情況：

りしが、毎日帰依する者あり。） 19
從加戈的書信描寫得知，沙勿略等人在當地的
傳教進度能如此順利，首先歸功於葡萄牙人所帶來
的商業利益。無可否認，平戶從領主到民眾對天主
教的虔誠度遠不及貿易利潤所擁有的誘惑性強。在
平戶，僅生月島和度島就有超過 1,400 人改信基
督教。洛倫索·了齋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得到了沙勿
略的受洗。其後，了齋 更是陪同加斯帕爾·德·
韋雷拉（Gasper de Vileira）進京謁見末代幕府
將軍足利義輝，獲得傳教的許可。實際上，平戶領
內依然存在一定數量對基督教抱以質疑心態的人。
與葡萄牙人的樂觀心態相比，令人尷尬的是相
當一部分的日本大名對葡萄牙商船和傳教士的抵達
大多抱以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他們十分歡迎隨船
而來的貨物，但對隨船而來的傳教士則是避之則
吉。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對西方教義的抵
觸心理。他們畏懼西方教義對本土宗教文化將會造
成的嚴重後果。
這種情況在葡萄牙商船抵達鹿兒島的島津貴久
領地時已初現倪端。隨著日本國內反對傳教士在日
本傳播基督教教義的情況愈演愈烈，最終在平戶演
化為該時期兩種文化間表現出的第一次大規模衝
突——宮前事件。
倘若沒有發生宮前事件， 這個擁有日本貿易史

如今臣所在之地，處於平戶對岸的小

上“兩個第一”的平戶港不會就此沒落。全盛時期

島上，這裡約有五百名基督教徒。杜亞爾

的平戶，葡萄牙商團和教團紛紛在此駐紮，與松浦

特·達·伽馬的商船靠岸之時，總有人來傾

隆信及其轄內的商人甚至從日本各地而來的商人貿

聽同船的葡萄牙人懺悔。而且因為要規勸

易往來，雙方各取所需。日本需要葡萄牙商人帶來

新來的人入教，即使本地只有一個從豐後

的中國生絲以及葡萄牙的火槍，而葡萄牙則對日本

來的神父（伊留曼），但是每天都有入教

出產的白銀需求量極大。但歷史沒有假設，當這兩

的人。

種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接觸時間越長，產生的摩擦

（今臣が居る所の平戸は同海岸の小島

糾紛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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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洛倫索·了齋的推波助瀾

的態勢發展下去。
在成為耶穌會傳教士後，了齋一直致力於為傳

在 1553-1561 年間，葡船曾多次來平戶貿

教事業服務。他努力學習教義，掌握教理。此外，

易，松浦隆信也趁機率先購入了大量歐式火銃和葡

作為琵琶法師，了齋還通過即興演奏的方式，將聖

式大炮。即便如此，篤信佛教的隆信，對耶穌會的

歌的旋律傳唱於民眾。23 與了齋結識的耶穌會會士

傳教士們禮遇程度雖高，但對基督教教義本身並沒

阿爾卡索巴（Al Cazzova）在其信中寫到：

有太大興趣。他旨在利用日葡貿易所帶來商品和利
潤鞏固本藩實力。

齋），他僅僅用眼睛看一看，就能馬上默

同時，基督教在平戶的迅速傳播，與當地的佛

記教義，簡直是幫了司祭的大忙了。也就

教以及本土宗教信仰產生碰撞，雙方基於教義和理

是說，司祭在發表長篇大論的時候，直接

念大相徑庭，不少信徒間就此爆發嚴重衝突。之所

派他上場即可。由於他在對教義問題上總

以會產生各種誤解，離不開兩種文化的差異性。兩

能有深層次的考慮，所以總有人以為司祭

者主要在以下問題上產生分歧：

可能是日本人。

一、日本佛教受中國佛教的影響，注重對佛

（彼らには一日本人（ロレンソ）が同

像的崇拜，而基督教則是禁止對偶像產生任何形

伴しており、ごく僅かしか目は見えない

式的崇拜。

が、デウスの教えを甚だよく暗記し、司祭

二、日本人敬奉多種神靈，基督教教義則規

にとって非常な助けとなっている。すなわ

定只有一個上帝，多神崇拜與一神教之間不可調

ち、司祭が大いに議論する時には、直ちに

和的矛盾。

彼を用いるのであり、彼はデウスのことど

三、日本社會階層固化，不平等現象十分常
見，基督教提倡人人平等。
二者在這些理念上無法達成共識，以致引發誤

もを語る上で深い思慮と言葉を有するが故
に、司祭が日本人と論議することを可能な

會。部分新改宗的基督教徒因遵守基督教義（不

らしめているのである。） 24
1559 年，了齋代替韋雷拉，應松永秀久的邀

允許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而破壞了佛教寺廟

請，前往其領地，與西禪寺主持再次進行宗教爭

和墓地。加戈神父也言及到韋雷拉為了加快基督

論。經過數日論戰，了齋接連擊敗了天皇的教師清

教在平戶的推廣，與領主去勸百姓入教，甚至不

原外記和結成山城守。了齋的勝利讓更多人對基督

惜將佛像、日本宗教書籍等物品搜集起來，集中

教感到折服，高山家族更是多人受洗。

送到海邊燒毀。 20 韋雷拉的行為實際上已觸犯了
平戶的眾怒。

了齋的作用無需置疑，在他的推波助瀾下，
日歐文化之間的交鋒更為激烈。無論是佛教徒，

不僅如此，他們還和拒絕改宗的佛教徒進行論

還是基督教徒，他們都不願意失去平戶的精神領

戰，其後雙方為此進行過數次宗教爭論。弗洛伊斯

域。雙方通過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途徑來爭取自

在其《日本史》中也提及到，有僧侶在講法當中作

己的權利，可見當時平戶民眾的精神世界必定不

出針對基督教以及上帝的言論，並要求民眾不能加

會感到空虛。

入“如此惡毒的宗教”。 21

100

他們一群人當中有個日本人（即了

由於此時已有佛教徒暴動的跡象，領主松浦隆

了齋則通過向僧侶發出天主教教義問題，以回

信便放逐了在平戶傳教的耶穌會負責人韋雷拉，但

應來自佛教教義的挑戰。弗洛伊斯指出，這些僧侶

並未明確禁止傳教。為此，佛教徒的怒氣也未加以

時常對問題回答不上來，卻又不願意否認自己對基

消解。松浦的模棱兩可，把雙方都有得罪，為其後

督教的中傷。 22 可見，日歐文化正以一種不可預知

宮前事件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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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宮前事件爆發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人誤以為高級武士是日本商人請來對付自己的幫
手。其後，葡萄牙商船全副武裝，高度戒備，順

1561年，隨著葡萄牙商船的到來，平戶及其

勢對日本商人和武士團發起攻擊。武士團發起反

周邊博多、堺市、豐後等地的商人紛紛與葡萄牙人

擊，致使葡萄牙方面包括船長在內死傷 14 人並連

開展商貿活動。當時由費爾南·德·蘇薩（Fernão

夜逃出平戶。

De Sousa）領航，有數十名葡萄牙水手的葡萄牙
商船來日貿易。

平戶領地內上下對事件表現出高度關注。表面
上這是一場商貿的糾紛，但其實是平戶的基督教徒

但由於在生絲交易上產生了摩擦（另有說法是

與佛教徒之間的爭端。日本學者幸田成友認為，正

語言不通），雙方關係迅速惡化。日本商人藉口葡

是因為松浦隆信在對待基督教問題上表現出表裡不

萄牙商人任意拋甩日本貨品在先為由，武力擊打部

一致的態度，是導致了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之間衝突

分葡萄牙商人，葡萄牙人也拔出刀具，砍向日本商

的主要根源：

人，雙方引發了大騷亂。

關於在基督教的問題上，松浦隆信的言

該事件被當時的一位傳教士在其書信中詳細
記載：

行根本就是自相矛盾。他一邊說著好話來
迎合努涅斯神父，沒過幾年又把加斯帕爾·

感恩吾主，再度抵達平戶之際，此地掀

韋雷拉神父趕出領地。……他轄內的生月島

起了一場風波之事。在平戶港內，一名葡萄

和度島的教徒數量發展過快，雖然佛教徒們

牙人沒有與一名異教徒日本人交易，這名日

對此表示出強烈的反抗是鼓動隆信得出的結

本人用一把生絲擊傷了葡萄牙人的頭部。於

果，但是在耶穌會看來，隆信的行為自然就

是葡萄牙人對其群起而攻之，還刮傷了他的

說不過去了。

臉。異教徒們拿起武器，更揚言要殺光葡萄

（イエスズ教問題に関し、松浦隆信に

牙人。這個時候，基督教徒們紛紛跑出來保

は表裏矛盾の言行があった。彼は裏に甘

護這些葡萄牙人，並對那些人說，如果要殺

言美辞を以てヌネスを迎えながら、数年

葡萄牙人就先把他們殺死。

たたぬ中に教師ガスバル·ビレラに領内退

（再び平戸に赴きし時大に主に感謝す

去を求めた。……この所領生月、度島に多

べき事件起こりたり、平戸の港に於いて一

数の信徒を獲得したことに対し、佛敎僧侶

人のポルトガル人異教徒なる一の日本人と

の激烈な反抗運動が隆信を動かした結果で

商売をなしが日本人は一把の生糸を以てポ

せうが、イエスズ会側から言えば、隆信の

ルトガル人の頭を打ちしかば、ポルトガル

挙動に釋然たり得ぬはもちろんです。） 26

人は彼を追撃し其顔に傷けたり、 兹に於い

從更深一層分析，一個事件的爆發歸結於其偶

て多数の異教徒武器を携へて来集し、ポル

然性，更應該認識到其發生的必然性。宮前事件看

トガル人を悉く殺すべしと激語せり、此の

似因為外部原因而導致，但經過多重因素累積，導

時キリシタン教徒等出来り、集まりたる人

致其最終產生。實際上，事件爆發的真正原因並非

々に対ひポルトガル人を殺す前に先づ彼等

松浦的宗教態度，而是日歐兩種文化間長年累月的

をを悉く殺さるべからずという。）

交鋒與衝突，更是因為兩種文化在利益問題上的博

25

這份記錄將事件的起因和過程詳細地呈現給後

弈所引起的。

世，是其可取之處。但因其立場和傾向性，其客

事件發生後，在豐後國的日本教區長戈美士·

觀性不得而知。在遲遲未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

德·托雷斯（Gomes de Torres）神父對日本方

日本方面邀請了高級武士前來仲裁，更讓葡萄牙

面沒有處罰日本人的做法深感失望，逐漸失去對松

2019年•第104期•文化雜誌 RC

101

陳競翹•論宮前事件 ——十六世紀日歐文化衝突的頂峰

中外史事

浦隆信的信任感和耐心，因此他決定終止葡萄牙與

一艘舢板船和一艘帆船進入平戶港內。我們

日本在平戶的貿易活動。隆信表裡不一的態度實際

對此感到為難，一些教徒更是感到不安。

上與其所追逐貿易利潤的目標有關。正如前文所

（パードレと和解し依りて、其地に於

言，包括隆信在內的多數日本大名並不是真心歡迎

いて常にポルトガル人貿易することを得べ

耶穌會在其領地內傳教，作為一個佛教徒，隆信需

しと期待せるが如し、彼は昨年ポルトガル

要迎合其他佛教眾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如此

人をして反感を起こさしめたることあり、

對待耶穌會士的態度並非不能理解。

支那より来りし一隻の帆船其港に接近せる

但衝突導致平戶港很快失去了與葡萄牙貿易的

他の港に着きたるを聞き（坊主らは常に反

地位。葡萄牙人開始尋找下一個適宜貿易居住的港

対せしに拘らず）教徒の集会すべき會堂を

口，並最終來到了長崎。同年，路易士·阿爾梅達

建つることを許可せり、然るに数日を出で

（Luis de Almeida）神父接到托雷斯的命令，要

ずして平戸の港に一隻のジャンク船と一隻

尋找一個新的港口，而印葡果阿總督也建議先避開

の帆船と入港せり、我等は之に依り聊か当

平戶。隨後阿爾梅達神父成功接觸大村純忠並與其

惑し教徒は不安を感ぜしが。） 27

進行談判。

當時居住在度島的弗洛伊斯也認為兩者間的矛

他向大村提出三個在葡萄牙商人和耶穌會看來
相當合理的條件：
一、答應將港口周邊的二里格地讓傳教士與當
地農民共同使用，以保留教堂用地。
二、沒有神父的允許教堂範圍內不能有任何的
異教徒居住。

盾無法調和，他強烈反對葡萄牙商船再次到平戶港
貿易，而松浦的家臣對基督教在轄區內要修建教堂
及允許神父居住等條件也堅決不讓步。顯然，葡萄
牙人和日本人在文化上的堅持，使雙方寧可割捨貿
易利潤，也要避免在宗教文化上的再度衝突。
1565 年在弗洛伊斯的斡旋下，葡萄牙商船最

三、免除來日貿易的葡萄牙商人十年的稅款。

終還是去了大村純忠的福田港，然而松浦氏與葡

大村表現出極其友好的態度，對葡萄牙商人及

萄牙人之間再度引發衝突。同年由船長若昂·佩

耶穌會所提條件一應允諾。1562 年，大村受洗為

雷拉（Dom João Pereira）帶領的船隊準備進

基督教徒，領地內的橫瀨浦港成為新的日葡貿易港

入平戶港，科斯塔（Balthasal Da Costa）神父

口。在弗洛伊斯的陪同下，葡船船長佩爾達·蓋拉

命令船隊立刻前往大村的福田港。松浦氏得知後大

（Dom Perda Guerra）帶領船隊前往橫瀨浦。不

為震怒，馬上派出約 80 艘大小船隻攻擊福田港。

過 1563 年橫瀨浦遭到大村純忠的反對派燒毀，因

葡商船無視了平戶的警告，船員們即將登陸之

此在1564年，葡萄牙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再度入泊

際，雙方交戰一觸即發。葡船一度陷入苦戰，但經

平戶。但即使松浦隆信多番表示邀請葡萄牙商船再

過三小時的戰鬥後最終獲得勝利，松浦氏一方死傷

次進入港口貿易，並試圖重建教會，耶穌會士一眾

者多達二百人。葡船順利進入福田港後，自1565年

人等仍然對其抱有不信任態度。

至1570年間，幾乎每年都會在該地停泊（除1567

阿爾梅達在信中充滿了他的不安：

根據與神父們的和解，（領主）希望能

年在口之津港靠岸外）。此後15年間，平戶港的
對葡貿易活動逐步消退。

夠如同往常那樣在這裡跟葡萄牙人進行貿
易，但是他去年引起了葡萄牙人們對他的反

四、日歐文化間的乖離性

感。他聽說一艘從中國來的帆船在他領地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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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港口靠岸（沒有顧及僧人們的反對），

宮前事件是日歐文化交流史上首次大規模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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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兩種文化之間滿佈乖離性。

基督教修士有較為顯著差異，注定日本佛教文化排

一方面，受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對於突

斥歐洲基督教文化。

如其來的基督教文化感到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感產

但接受基督教的那部分日本人，於他們而言，

生於日本社會的武士和宗教群體，基督教的到來動

基督教文化如同一扇通往新世界大門。葡萄牙商人

搖著他們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基督教文化遭到

帶來的新事物，讓他們認識到日本與世界的差距，

上層社會的排擠之際，卻在日本民間備受歡迎。日

也看清了日本傳統文化固有的弊端。這部分日本人

本傳統文化中注重“德”的作用，而歐洲基督教倫

通常社會地位低下，不受上層政府重視，希望通過

理文化強調正義，日歐道德觀的明顯差異也讓兩者

外部力量為自己帶來本質的變化。

的乖離率加大。

基督教文化與日本傳統文化各自代表不同文化層

原本有著信奉神佛膜拜偶像（佛像、神像）傳

面和階級利益，衝突在所難免。正如弗洛伊斯在《日

統的日本人，突然要接觸拋棄偶像的宗教，無法對

歐文化比較》的自序當中所說：“在這一文化發達

此作出適應性調整。相比起歐洲傳教士去修道院出

的、創造力旺盛的、具備自然知識的人們中間，居

家以進行“靈魂洗滌”，在日本出家修行被認為是

然竟有如此極端的對照，簡直令人不能相信。”

逃避世事。而且佛教僧侶在日本有著較高的社會地

旨在維持傳統性的日本上層社會，自然是不希望看見

位，他們實際上與下層社會已經脫節。僧侶擁有寺

基督教的廣布流傳。基督教所宣揚的“上帝面前一律

廟領地，可以進行買賣和租佃，意味著日本僧侶也

平等”的信條廣受下層人們的推崇。同時，商業貿易

是封建階層的一部分。弗洛伊斯在《日歐文化比

帶來的利潤也讓下層的日本人感受到豐厚物質所帶來

較》中也歷數日本僧侶的腐化、墮落、貪婪和虛

的暢快感。為此，日本基督徒認為有必要革除等級制

榮，甚至為圖名利不惜參與戰爭。他還指出他們與

度所造成的弊端，推動日本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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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2.

歷史上有兩位同名同姓的松浦隆信，本文所指之人是肥前國

8.

[日]幸田成友：《日歐交通史》，岩波書店，1942年。

大名，嵯峨源氏一流松浦氏第25代領主。

9.

[日]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葡貿易の研究》，《社會經濟

陳競翹：《16世紀中晚期葡萄牙人在東亞貿易中活動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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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洛倫索•了齋：1526-1592，安土桃山時代的日籍耶穌會
會士。原為盲人琵琶樂師，受洗後在日本積極傳播天主教，
取教名为ロレンソ了斎。後因豐臣秀吉頒佈伴天連追放令，
被驅逐至九州，1592 年病逝於長崎。

7.

10. [日]松田毅一：《南蛮遍路：フロイス研究回顧録》，朝文

[日]外山幹夫：《肥前•松浦一族》，新人物往來社，2008
年。

4.

史學》，1934年，第4期第8卷，第827-855頁。

[日]結城了悟：《ロレンソ了斎―平戸の琵琶法師》，長崎文
獻社，2005年。

社，1991年。
11.

[日]松田毅一：《南蛮史料の発見：よみがえる信長時代》，
中央公論社，1991年。

12. [日]高瀬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における"教商"について》，
《古文書研究》，1983年，第6期第21卷，第10-32頁。
13. [日]岡美穂子：《商人と宣教師 南蛮貿易の世界》，東京大
學出版会，2010年。
14. [日]岡美穂子：《南蛮•紅毛•唐人： 一六•一七世紀の
東アジア海域》，思文閣, 2013年。
15. 日葡協會編：《日葡交通》，日葡協會，1929年。
16. 日葡協會編：《日葡交通の起源》，協和書房，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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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葡協會編：《日葡通交論叢》，日葡協會，1943年。
18. [ 印 度 ] 蘇 拉 馬 尼 亞 姆 著 ， 何 吉 賢 譯 ， 《 葡 萄 牙 帝 國 在 亞
洲1500-1700》，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
會，1993年，第111頁。
19. [日]村上直一郎訳註：《耶蘇會年報.第一冊（長崎叢書
2）》，長崎市役所，1926年，第6期。
20. [日]松田毅一監訳：《十六 • 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
集•第 III 期•第1巻（1549- 1561）》，同朋舎，1997年，
第297頁；[葡] ルイス•フロイス著，[日]松田毅一、川崎桃太
訳：《完訳フロイス日本史》，《大友宗麟編Ⅰ第 16 章（第Ⅰ
部 18 章）》，中公文庫，2000年，第160-162頁。
21. [葡]ルイス・フロイス著，[日]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完
訳フロイス日本史》，《大友宗麟編Ⅰ第 16 章（第Ⅰ部 18
章）》，中公文庫，2000年，第166頁。
22. [葡]ルイス・フロイス著，[日]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完
訳フロイス日本史》，《大友宗麟編Ⅰ第 16 章（第Ⅰ部 18
章）》中公文庫，2000年，第168頁。
23. [日]松田毅一監訳：《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
第 III 期•第1巻（1549-1561）》，同朋舎，1997年，第
214頁。
24. [日]松田毅一監訳：《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
第 III 期•第1巻（1549-1561）》，同朋舎，1997年，第
120頁。
25. [日]村上直一郎訳註：《耶蘇會年報.第一冊（長崎叢書 2）》，
長崎市役所，1926年，第16-17頁。
26. [日]幸田成友：《日歐交通史》，岩波書店，1942年。
27. [日]村上直一郎訳註：《耶蘇會年報.第一冊（長崎叢書2）》，
長崎市役所，1926年，第35頁。
28. [ 葡 ] 弗 洛 伊 斯 著 ， [ 日 ] 岡 田 章 雄 日 譯 註 ， 范 勇 ， 張 思 齊
譯：《日歐文化比較》，岩波書店，1965年；商務印書
館，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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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生•中國內地第一座天主堂的奇特遭遇 ——從“仙花寺”到“仙花觀”

宗教大觀

中國內地第一座天主堂的奇特遭遇
——從“仙花寺”到“仙花觀”
劉曉生 *

摘 要 利瑪竇被驅逐出肇慶之後，兩廣總督劉繼文將仙花寺改作何種用途？關於此問
題，內地學者曾有“生祠說”，國內外學者亦有不同版本的“寺廟說”，但語焉
不詳，莫衷一是。本文結合相關文獻及碑刻資料，在當今學者研究的基礎上
提出“寺改觀”新說，即總督劉繼文將仙花寺改作祭祀仙人呂洞賓之道觀——
仙花觀。
關鍵詞 利瑪竇；仙花寺；劉繼文；劉公祠；呂洞賓；仙花觀

明萬曆年間，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

出肇慶。在肇期間，劉總督曾試圖以少量金錢向利

在當時肇慶知府王泮的支持下，於肇慶府城東石頂

瑪竇購買仙花寺，但利瑪竇屢次拒絕這一不平等交

崗崇禧塔院內建造了中國內地第一座天主教堂（兼

易。利瑪竇在前往韶關南華寺之際，曾於轉達劉總

寓所）——仙花寺。然而，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仙花

督的文件上附言“請求他（筆者註：劉繼文）不要

寺的不少關鍵問題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譬如仙花

允許把教堂（筆者註：仙花寺）作為瀆神和無聊之

寺位於崇禧塔西側抑或東側、仙花寺寺名的涵義、

用，因為它曾用於宗教禮拜”。 3 那麼，自利瑪竇

仙花寺如今還在否，以及利瑪竇離開肇慶之後仙花

赴南華始，至萬曆十九年（1591年）初劉繼文升遷

寺被改作何用途，等等。

離肇的一兩年時間之內，仙花寺究竟被劉總督徵用

萬曆十六年（1588年）七月，廣西巡撫劉繼

為何種用途？之後又有何改變？本文從新的角度再

文被朝廷任命為兩廣總督。在劉總督蒞肇之前，肇

次否定肇慶本地學者曾提出的“生祠說”， 4 同時

慶鄉紳譚諭就向他反映仙花寺所處的崇禧塔院是建

質疑“寺廟說”，在此基礎上提出“寺改觀”這一

生祠的風水寶地。 同年11月25日，羅明堅離開肇

新的觀點，即明萬曆兩廣總督劉繼文將意大利天主

慶，返回歐洲。 利瑪竇留守肇慶仙花寺，繼續傳

教耶穌會士的教堂（仙花寺）改作道觀（仙花觀），

教。次年（1589年），劉繼文才正式到肇慶兩廣

用於祭祀八仙之呂洞賓。

1

2

總督府任職，並於當年8月15日將利瑪竇最終驅逐

* 劉曉生，暨南大學美學（書法方向）碩士，肇慶名城與旅遊發展研
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西江歷史文化、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嶺
南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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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位於肇慶七星岩玉屏岩南麓的三仙觀，劉曉生攝

一地點嗎？——耶穌會在華第一座天主堂考》一文
中探討、論證並否定了這一說法。筆者擬從不同角
度作分析予以進一步確證。

祠就是劉繼文主持修建的。
其次，從生祠的建造時間來看，劉公祠確是新
建的。王泮生祠碑記載，王公祠“經始於戊子年正

首先，從生祠的主持建造者來看，劉公祠並非

月，落成於是年十月”，前後興建時間約九個月。

總督劉繼文本人在肇慶期間所主持興建的。其實，

而總督劉公祠碑記僅顯示劉公祠落成時間“萬曆

從此前肇慶知府王泮（後升嶺西道仍駐肇）開始，

十九年歲次辛卯仲冬（十一月）吉旦”，祠始建

利瑪竇就有一個錯覺，即崇禧塔院內的王公祠是王

時間未明載。該碑記云“公（劉繼文）今內召行

泮本人擔任肇慶知府不久之後就開始謀劃建造的，

矣。……不忍公一日釋去，爰相率建生祠祝焉”，

但從現存碑刻“觀察山陰王公生祠記”的立石題名

可見劉公祠始建時間與劉繼文離肇時間十分接近。

來看，王公祠的主持建造者實非王泮本人。同樣，

又，萬曆十九年（1591年），清明節劉繼文於肇慶

從現存碑刻《兩粵督撫司馬中丞劉公祠記》的立石

七星岩撰《迎仙平寇碑》並立石碑，三月升南京戶

題名來看，劉公祠的建造者亦非總督劉繼文本人。

部右侍郎， 5 閏三月十五日升遷赴南京途經韶關南

這與利瑪竇的自述明顯不同，因為他一直認為劉公

華寺時又撰《重修南華寺碑記》， 6 四月升南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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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左侍郎改兵部右侍郎， 7 據此可推斷劉繼文離肇

形，利瑪竇本人在晚年的回憶錄中有所描述。2013

時間約在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上旬。故劉公祠從萬曆

年，宋黎明先生在《僊花寺與劉公生祠在同一地點

十九年閏三月上旬興工，至十一月落成，建造時間

嗎？——耶穌會在華第一座天主堂考》一文中比對

約九個月。這與同時期興建的王公祠是相一致的。

意大利原文，發現此前中國大陸和台灣學者相關的

可見，劉公祠是新建的，而非改修其他建築（如仙

中譯文不盡相同，尤其是在某些字眼上。

大陸譯文：他（筆者註：劉繼文）在他

花寺）而成的。
最後，退一步講，即使劉繼文真的想要一塊風

奪走教團的房屋裡面收藏了魔鬼的像，立一

水寶地作為自己生祠之用，對總督而言，當時還有

塊石碑，說明房屋的來源以及他使用它的目

比仙花寺更佳的選擇，即肇慶七星岩三仙觀（圖1）用

的。離這所房屋不遠，他建立了一座廟，其

地。劉繼文在《三仙觀碑記》一文中有此描述：“嶺

中他按照習俗安置了自己的塑像。 9

表之勝，惟端之七星岩稱最。…… 一山（筆者註：玉

台灣譯文：劉節齋（筆者註：劉繼文）

屏岩）迥出，圍繞群峰，背負崇岡，面臨活水，棲

嵬集了很多木偶，把它們放置在從神父們手

雲、流霞崌其左，泛斗、鄰天拱其右，尤為奇勝，

中搶來的房子裡，並用大理石刻上字（筆者

而自昔未有建置。至是，郡民構泰山行宮於其址，

註：即“石碑”。這裡所謂“大理石”應是肇慶

斗折而上，基稍坦平，將復有所建，請命於余，因

土產的端石），表明該房子的原來主人及他

令創三仙觀。……俯瞰虹流，仰摘星漢，危岑絕巘

徵用該房子的目的。離這房子不遠的地方，

之間恍若開一天真洞府，而三仙視之若故居矣。”

他蓋了一座神廟，在廟裡，依照習俗，他安

三仙觀既“背負崇岡，面臨活水”，又“俯瞰虹

置了自己的塑像。 10

流，仰摘星漢”。劉繼文面對這樣一處唾手可得

宋黎明譯文：神父們離開後，總督（筆

且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天真洞府”），尚且不

者註：劉繼文）讓人在我們寓所的原址上

考慮將其作為自己未來（離肇後）生祠的用地。試

立其生祠，裡面擺放其塑像，以炫耀其豐

想，作為一名地位顯赫的封疆大吏，他還會企圖霸

功偉績。但由於我們的寓所與中國的式樣不

佔“西竺僧”利瑪竇仍在居住的、一棟兩層的非傳

同，所以另建了一所中國式房屋作為生祠，

統中國廟宇建築格局的仙花寺並將其改為自己的生

而在我們寓所的客廳安置了他所崇拜的一些

祠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而利瑪竇在晚年回憶錄

菩薩，而且立一石碑，上書我們寓所的起源

中把劉繼文驅逐他離開肇慶的直接動機歸結為劉總

以及他所做的一切。 11

督想霸佔仙花寺作為自己的生祠之用，這可以說是

而2014年出版的《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
史》（利瑪竇著，文錚譯，梅歐金校）相關段落

一個極大的偏見。
因此，劉公祠既非總督劉繼文本人所主持建

如下：

造，也不是劉總督在肇期間建成的，它是總督劉繼

因為他（筆者註：劉繼文）打算把我們

文升遷離肇後由廣東地方官員新建的生祠。關於仙

的寓所變成他自己的生祠——正如他此後做

花寺曾被總督劉繼文改為劉公祠的說法，只是利瑪

的那樣——他害怕大家都罵他太不講道理，

竇個人一廂情願的猜測，“生祠說”並不能成立。

便謊稱神父不宜留在這裡。其實，這裡的前
幾任總督都對神父們以禮相待。為此，他命

二、“寺廟說”

同知火速派一艘日夜待命的輕便快船召回神
父，把那六十兩銀子交給他們，為了能說明

萬曆二十年（1592年）底，利瑪竇曾重返肇

此事，他還命人刻了一通石碑，後來就公然

慶並停留一個月。 關於當時仙花寺發生變化的情

立在我們寓所裡，上面寫著他已經把修建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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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錢還給了外國神父。……神父離開肇慶

記立石？據前文可知，在短短的一兩年之內（萬曆

後，他（筆者註：劉繼文）就命百姓把神父

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間），總督劉繼文在肇慶至少有

們的寓所改建成他的祠堂，立上他的塑像，

兩次作記立石的行為（目前確知的有《三仙觀碑

為使人們對他感恩戴德。由於神父的寓所與

記》和《迎仙平寇碑》）。故假設劉總督在肇慶期

中式建築有區別，他便命人搭建了一個中國

間曾撰文並立碑於仙花寺（觀），這一舉動於總督

式的祭台來放置他的塑像，還在大廳裡安放

顯赫身份而言看似突兀，實則體現了劉繼文喜好作

了許多中國的石神像，上面刻著字，以此證

記立碑的一貫作風。

明這座房子本是他修建的。

12

可見，上述四個不同中譯文的關鍵字眼如“魔
鬼的像”“木偶”“菩薩”“石神像”的意譯，其

既然劉總督在仙花寺（觀）內作記立石碑是合
情合理的，那麼，這通下落不明的神秘“石碑”至
今是否仍有跡可尋？

含義頗為懸殊，體現了不同翻譯學者對相關問題的

首先，有必要對崇禧塔院內現存的石碑進行

看法有所不同。筆者以為，某些造型誇張甚至“醜

一番考察，其中（1）萬曆十五年所立《新建崇禧

陋”的佛教塑像，在見慣慈祥和藹聖母像的利瑪竇

塔記》石碑，碑身略有殘損，通寬112.5釐米、通

眼中或許會產生“魔鬼”的視覺感，但菩薩又怎會

高187.0釐米、厚11.5-15.0釐米，碑座無存；（2）萬

如此呢——畢竟當時肇慶官員如王泮就曾把耶穌會

曆十六年所立《觀察山陰王公生祠記》石碑，碑

供奉的聖母像當做送子觀音（菩薩）來求拜的。
為便於比較分析，本文暫將此說大致歸為“寺廟

圖2•保存於肇慶崇禧塔西側的明代碑座，劉曉生攝

說”，即劉繼文改仙花寺作為供佛之場所。
三、仙花寺“石碑”問題
在上文中，四個中譯文對總督劉繼文立於仙花寺
中“石碑”一詞的意譯，其含義基本一致。由於利瑪竇
重返崇禧塔院仙花寺時，劉公祠已落成一年許，當 時
《 兩 粵 督 撫 司 馬 中 丞 劉 公 祠 記 》“石碑”無疑
置於祠內。但是，由於現存的劉公祠記碑文中沒有與仙
花寺相關的一點蛛絲馬跡，宋黎明先生據此判斷“利瑪
竇所說的石碑，當為劉公祠記碑”，“可見利瑪竇所謂
石碑上有關仙花寺起源的消息當為晚年記憶錯誤”。13
然而，筆者以為，對於曾在仙花寺（寓所）生
活四年多並在三年後重返“故居”的利瑪竇而言，
若仙花寺內的佈置有較大改動的話（譬如新立一通
高大的石碑），他肯定是印象深刻的。也就是說，
利瑪竇不會將仙花寺內的石碑與劉公祠記碑刻相混
淆，記載仙花寺起源消息以及說明劉繼文徵用仙花
寺目的的“石碑”很可能真正存在過，而且曾立於
仙花寺（觀）內。
但是，堂堂總督大人是否會為該事件而親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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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殘損，通寬113.0釐米、通高194.0釐米、厚

四、“仙花觀”考

12.5-14.0釐米，碑座完好；（3）萬曆十九年
所立《兩粵督撫司馬中丞劉公祠記》石碑，碑身
保存較好，通寬114.0釐米、通高182.0釐米、厚

關於“仙花觀”的文獻記載，筆者所見僅以
下兩處：

12.0-17.0釐米，碑座無存。此外，崇禧塔西側尚

……迨歲己丑（萬曆十七年，1589

保存有一件明代雕刻風格的石碑基座 （圖2），

年），群孽並興，妖僧煽於東，珠盜訌

其長165.0釐米、寬31.5釐米、高56.0釐米。該

於西，而澳黨李、陳諸酋跳梁於瓊海之

碑座上部有一長條形凹槽，大致分左端（長13.0

南 ， 時 殆 岌 岌 乎 靡 寧 。 余移鎮誓師，慮懷

釐米、寬10.0釐米、深6.5釐米）、中段（長132

叵測，因籌計問仙。 …… 果二浹月，而諸

釐米、寬7.5-11.0釐米、深約21.5釐米）、右

寇悉平。……余心德之，而圖報焉。故崇祀

端（長12.0釐米、寬12.0釐米、深6.5釐米）三

關張有廟、呂李有觀，搜仙姑之故址而鼎新

部分，左、右兩端應為加固碑身之用，而中段則

之。獨鍾離、李仙尚虛一祀，實為缺典。郡

是與碑身底部鑲嵌之處。據此，可推斷該石碑原

民之請適愜余心， …… 或者曰純陽已祀仙花

碑身寬度約為132.0釐米，這與崇禧塔院內的其

觀矣，此而復祀，不幾瀆乎？余曰：“否否。

他三通明代石碑的碑身寬度（112.5釐米、113.0

鍾離即雲房先生，與純陽授受真訣，而李仙即

釐米、114.0釐米）相差近20.0釐米，故可排除

世所稱‘拐李’，日與純陽渡世濟人，故此三

該碑座屬於崇禧塔記石碑或劉公祠記石碑的可能

仙者皆位冠仙箓，志合道同。祀鍾離，奚

性。從尺寸大小和雕刻風格來看，該碑座的規格

可無祀純陽哉？” …… 是役也，經始於庚寅

明顯高於嶺西道王泮生祠記的碑座，可推斷原來

年（萬曆十八年，1590年）仲夏朔日，落

立此石碑的人物，其身份地位要高於嶺西道，此

成於本年季冬望日。（節錄自劉繼文《三

人很可能就是與崇禧塔院“仙花寺改生祠”謠言

仙觀碑記》） 16

14

息息相關的總督劉繼文。

建櫜海上擁旌遊，宴喜軍中百尺樓。酒

其次，萬曆十九年劉繼文撰文並立《迎仙平
寇碑》石碑（圖3）於七星岩，此碑現保存在七星
岩仙女湖景區的石峒古廟之內。碑身下部分殘損

氣已薰崧石曉，星光猶帶洞庭秋。
予吹小隊多蒼兕，拂舞清歌半白鳩。不
淺庾公今夕興，風流何似在荊州。

厚約

（歐大任《大司馬制府劉公邀飲仙花

9.5釐米，碑座無存。同一時期，同為總督所親自

觀，同李方伯、何轉運、陳觀察、黃大參

撰寫的碑記，劉繼文在仙花寺（觀）內所立石碑的

登朗吟樓》） 17

規格與《迎仙平寇碑》石碑應該十分接近，即仙花寺

目前學界未見有與“仙花觀”相關的研究，本

嚴重，通寬131.5釐米、殘高206.0釐米、

15

（觀）石碑碑身的寬度也應為131.5釐米左右，這
與前文推斷的崇禧塔院內曾存在過的碑身寬度約為
132.0釐米的石碑，兩者情況相當吻合。

文試對其修建時間、地理位置作初步考證。
（一）仙花觀的修建時間

因此，利瑪竇離開肇慶之後，總督劉繼文正式

《明神宗實錄》載“萬曆十八年三月，以擒叛

接收仙花寺。根據相關文獻記載和崇禧塔明代碑座

賊李茂、陳德樂等功，升兩廣總督劉繼文俸一級，

遺物，可初步判斷劉總督在改用仙花寺時曾立一石

仍給銀幣，文武官敘賚有差”； 18 又據《三仙觀碑

碑，碑文記載了仙花寺起源的消息以及說明他徵用

記》（“諸寇悉平……純陽已祀仙花觀”），總督

仙花寺目的。那麼，究竟劉繼文將仙花寺改作何種

劉繼文平定諸寇之後為圖報仙恩而祀呂洞賓於仙花

用途，以至於要親自作記立碑呢？

觀，說明在萬曆十八年五月始建三仙觀之前，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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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觀就已存在。那麼，仙花觀是新建，抑或改修

查，筆者尚未發現明代兩廣地區有“朗吟樓”這

而成？一方面，在當時短短兩個月之內新建一寺

一建築的存在，更不用說與“仙花觀”同時存在

觀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崇祀關張有廟、

了。 21 那麼，如何合理解釋“仙花觀”與“朗吟

呂李有觀，搜仙姑之故址而鼎新之”，除了祀呂

樓”為同一處建築的不同稱謂呢？

洞賓，劉繼文還同時祀關羽、張飛、鐵拐李、何

第一，歐詩中“朗吟”、“百尺樓”、“洞

仙姑。因此，奉祀呂洞賓的仙花觀極有可能是改

庭”、“荊州”這幾個關鍵字，讓人聯想到八仙

修“某寺觀”而成的，時間約在萬曆十八年三月

之“呂洞賓”。“洞庭”、“荊州”指出呂洞賓

至五月之間。

的傳說大概起源於北宋岳州一帶（明代湖廣省包

（二）仙花觀的地理位置

括今湖南、湖北兩省），又傳說呂洞賓曾三醉湖
南岳陽樓，並題有詩句“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

既然總督劉繼文曾奉祀呂洞賓於仙花觀，那麼

飛過洞庭湖”，故推測“朗吟”、“百尺樓”暗

此道觀究竟在何處？劉繼文自撰的《三仙觀碑記》

示的是詩人“酒氣已薰”之後意象中的岳陽樓。第

並無記載仙花觀的位置，但歐大任與大司馬制府劉

二，前文已論述劉繼文改修“某寺觀”作為祀呂洞

公（即總督劉繼文）的宴飲詩中透露了仙花觀所處

賓的場所——仙花觀，此與歐詩中的“仙花觀”同

地理環境的一些信息。

為奉祀呂洞賓，故詩題“朗吟樓”是別稱而“仙花

歐大任（1516-1596年），廣東順德人，萬

觀”才是正名。同時，亦透露出此“觀”並非傳統

曆十二年告老還鄉之後，不少徜徉於肇慶七星岩、

單層建築的道觀，而是兩層以上可登覽之“樓”觀

梅庵等名勝，與總督劉繼文及當地文人士大夫多

這一重要消息。第三，作為兩廣總督，劉繼文此次

有酬唱。在劉總督出兵平寇之際，歐大任曾有兩

宴飲不在省城廣州，即在兩廣總督府駐地肇慶，這

首唱和詩：

也與歐大任致仕後足跡在廣州、肇慶一帶相符合。

崧台東去過岩城，虎旅遙看十萬行。山
帶星光開曉色，日高雲彩炫春情。
崑侖關外夷方壘，浪泊沙邊漢將營。平

又詩句中“崧石”（即“崧台”）和“星光”，暗
指肇慶七星岩崧台石室，因此，可判斷仙花觀應位
於肇慶。

越誰如今制勝，由來神武是先聲。
（歐大任《和大司馬總制劉公端州見五
雲》）

海色曈曨雁翅城，軍前授律六師行。建
牙簷鵲頻催曉，飛艦檣烏正喜晴。
即睹鯨鯢新築觀，不勞貔虎更分營。南
征最是波平日，笳鼓旋聽凱樂聲。
（歐大任《再和劉公聞鵲志喜》） 20
據以上兩首七律，可判斷歐大任《大司馬制府
劉公邀飲仙花觀，同李方伯、何轉運、陳觀察、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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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仙花寺”為“仙花觀”之前身

19

仙花觀位於肇慶，且是劉繼文在肇任總督期間
改修“某寺觀”用於祀呂洞賓的道觀；又劉繼文曾
在驅逐利瑪竇之後徵用仙花寺作為“它用”。從這
種種跡象來推測，筆者認為劉繼文所奉祀呂洞賓之
仙花觀是由仙花寺改修而成的。
（一）“寺改觀”的可能性

大參登朗吟樓》一詩當作於劉繼文平定諸寇，凱旋

首先，時間的相承性。利瑪竇於萬曆十七年8

而歸，邀友人及屬吏宴飲於仙花觀之時。然而，此

月15日離肇後，仙花寺因被總督徵用而失去（天

詩題目竟同時出現“仙花觀”與“朗吟樓”這兩個

主）教堂的功能。假定當利瑪竇剛一離開肇慶，

看似不相容的名稱，則兩者要麼是同一建築的正別

劉繼文就命工匠塑造呂洞賓像並作記立石，至仙花

稱謂，要麼是相鄰的兩處建築的名稱？經檢索搜

觀改修完畢，大約需花費數月時間；又前文考證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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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三仙觀正殿內自左至右依次供奉的神仙為呂洞賓、漢鍾離、李鐵拐

花觀修建時間約在萬曆十八年三月至五月之間。可

觀”用於祀呂洞賓，即仙花寺在當時最有可能被劉

見，仙花觀與仙花寺兩者存在的時間並不衝突（不

總督改為道觀。

同時存在），而是具有時間上的相承性。

最後，命名的一致性。查明清肇慶地方志書，

其次，空間的重疊性。仙花寺位於肇慶府城東

並未發現有以“仙花”命名的寺（觀）廟，故“仙

石頂崗崇禧塔院內。因劉繼文祀呂洞賓於仙花觀不

花觀”之得名最大可能來源於“仙花寺”。前文得

久又在肇慶七星岩玉屏岩新建三仙觀（祀漢鍾離、

知歐大任詩題中的“朗吟樓”為仙花觀之別稱，指

李鐵拐、呂洞賓）（圖4），故可先排除仙花觀位

出該仙花觀本為兩層以上之“樓”觀，這與仙花寺

於七星岩的可能性；又總督劉繼文曾特意帶領巡

的兩層樓建築格局頗為契合。

且廣東地方官員在劉

因此，從時間的相承性、空間的重疊性與命名

繼文升遷離肇之後於崇禧塔院內修建劉公生祠，這

的一致性這三方面來看，“仙花寺”與“仙花觀”

從側面可以反映仙花寺所在的崇禧塔院是劉總督在

兩者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可以說，仙花寺乃奉祀呂

肇期間最熟悉、最看重的地方之一。因此，劉繼文

洞賓之仙花觀的前身。至於為何崇禎六年（1633

很可能選擇在仙花寺所在的崇禧塔院內改修“某寺

年）《肇慶府志》未著錄仙花寺（觀）及相關石

按御史蔡夢說參觀仙花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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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是因時隔數十年寺（觀）廢碑毀，抑或其他
原因，已不可得知。

坦言：“若神仙之說，世謂芒渺虛幻，自古望仙學
仙者卒罕有得。然其精靈焄爽，翕張歘息，監觀四

（二）劉繼文“寺改觀”的動機

海，濟利群生，亶與吾儒異科而同旨。余之平寇，

總督劉繼文趕走了利瑪竇並將仙花寺改為仙花
觀，他“寺改觀”的動機究竟何在？

默祐兵機，固一驗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可謂虛幻
而不信乎？”可見，迷信仙道的劉繼文仍以儒家自

第一，宗教傾向。萬曆十七年，總督劉繼文抵兩

居，只是認為仙道與儒家在“濟利群生”上是殊途

廣總督府駐地肇慶，誓師出兵之前因“慮懷叵測”

同歸的。當時的“天竺僧”利瑪竇代表著慈悲為懷

而多次“籌計問仙”，並得到眾仙之應禱，逾兩月

的形象（戒殺生），這對於劉總督平寇這一重大政

而平定諸寇。凱旋歸肇，為圖報仙恩，劉繼文先是

治軍事行動（殺敵）來說，顯得非常地不合時宜。

崇祀關羽、張飛、呂洞賓、李鐵拐、何仙姑，又在

劉繼文趕走利瑪竇，體現了他當時崇道的一面。 25

七星岩玉屏岩新建三仙觀供奉漢鍾離、鐵拐李、呂

劉繼文因眾神仙“默祐兵機”而成功平寇，之後於

洞賓，甚至於總督署內設祭壇以朝夕虔誠供奉（

多處地方修建道觀奉祀眾仙（如將仙花寺改為仙花

某）神仙，最離奇的是竟以東坡仙人托夢而在七星

觀），這表面上看是其個人圖報仙恩之舉，實則反

而諸仙

映了劉總督在大規模殺敵平寇之後，急於借助仙道

則劉繼文選

的力量，在芸芸眾生面前為自己的武治（殺生）尋

擇祭祀呂洞賓的場所絕非普通之小道觀，而當時仙

求一種合法性，並企圖得到心靈的慰藉。故從政治

花寺所在崇禧塔院則是一處理想的風水寶地。又，

的深層因素來看，劉繼文欲借仙道之尚武以謀求平

總督劉繼文在徵用仙花寺之際利瑪竇明確請求他毋

寇的合法性，這恐怕是其“寺改觀”最根本的動機。

將仙花寺作為“瀆神和無聊之用”，故當時劉繼文

綜上所述，迷信道教而崇祀仙道人物的兩廣總

改修仙花寺的最大可能性是用於供奉自己最為崇拜

督劉繼文，他将利瑪竇驅逐出肇慶之後，並沒有霸

的神仙——呂洞賓。因此，從宗教傾向來看，劉繼

佔仙花寺作為自己生祠之用，也未將仙花寺改成寺

文對仙道的信奉近乎迷狂，這是其“寺改觀”最直

廟用於供佛，而是改仙花寺為仙花觀以奉祀八仙之

接的動機。

呂洞賓。

岩石室前撰文並立《迎仙平寇碑》石碑。
中，尤以呂洞賓對劉繼文感應至深，

114

第二，政治因素。劉繼文在《三仙觀碑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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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俄國與經澳門入京的
天主教傳教士
柳若梅 *

摘 要 在中外交往的歷史上，俄國與澳門雖相距遙遠，但俄國與澳門間接或直接的往
來卻時有出現，特別是俄國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之間的關係，是
歷史上中俄關係中的非常重要的線索，也可稱得上是俄國認識澳門的起點。彼
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之間的往來，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知識交流的重
要一筆。在俄羅斯人初入北京之時，這些天主教傳教士一度是他們了解周圍環
境、學習中國語言和在華順利生活的依靠。在清朝禁教的十九世紀天主教沒落
之時，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成為天主教傳教士的最後可託付對象。兩者之間
在不同歷史時期相互依靠的關係，保留下很多重要的中國與歐洲關係史資料。
歷史上俄國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往來，是清代中國與歐洲關係史
研究、俄國與西歐關係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 俄國；東正教；天主教傳教士

俄國地處朔方，偏於歐洲之東，與中國接壤，

關於澳門的最早記錄來自1675年出使北京的俄國外

自十七世紀始與清代中國開始正式交往。十九世紀

交官斯帕法里從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處所認識的澳

六十年代之前其在華活動範圍不超過北京，邊境貿

門。實際上，自十七世紀下半葉到十九世紀中期，

易則在恰克圖、尼布楚兩地進行，禁止往他處貿

俄國方面與經澳門入京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往來密

易， 往來清朝的使臣及清俄事務由清朝理藩院主

切，形成了俄國與澳門的間接關係。

1

理。澳門地處華南，自十六世紀開埠以來成為歐
洲諸國與中國往來的必經之地，商賈雲集，盛景非
凡。儘管俄國與澳門相距遙遠，但歷史上兩者相互
往來聯繫卻時有出現。明確歷史上俄國與澳門的關
係，不僅對於這兩個主體各自在歷史上與外部世界
的關係來說十分重要，對於理清歷史上俄國、澳門
在中國與歐洲交往中的位置也是必不可少的。俄國

一、俄國來華使節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從1675年俄國外交使臣斯帕法里出使中國起，
俄國來華使節直接接觸到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特
別是北京的耶穌會教士。換言之，俄國來華使節與
中國的溝通主要通過北京的耶穌會士進行。斯帕法
里出使之前俄國沙皇賦予的使命之一，便是“力求
在北京的耶穌會教士將中國早期給俄國的四封中國

* 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15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歷史
上的俄國與澳門”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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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至今仍無所悉。” 2 1676年5月15日，斯帕法

和涅爾琴斯克這兩個邊境城堡，因為現在他們對沙

里使團到達北京。理藩院侍郎立刻前來問候，後來

皇陛下方面異常疑懼，特別是這次通過我們獲悉，

尚書本人隨同耶穌會教士南懷仁也趕來問候。“他

俄國人真的是遵照大君主的諭旨在那裡定居的，而

來到後，和使者互相寒暄，使者從面孔看出他是

原先他們以為那些俄國人是做生意移居的，像以前

什麼人，於是開始講拉丁語，問他是不是耶穌會

沿阿莫爾河居住那樣，可以隨時予以殲滅。此外，

士，在這裡住了多久？他也同樣用拉丁語回答，

現在他們知道，那些城堡裡人數很少，離莫斯科很

並且因為我們交談和彼此之間能夠理解而感到很

遠，而離他們較近，他們想趕在邊界軍隊增加之前

高興。” 斯帕法里在北京與清朝理藩院大臣的首

先發制人，他們急需的不是抓回根忒木爾，而是要

次交談在南懷仁翻譯之下得以暢通進行。在談話

探明沙皇陛下的意圖……如果沙皇陛下不願引渡根

中，南懷仁不失時機地對斯帕法里表示，“看在

忒木爾，那就必須立即派遣重兵去防守那些城堡，

基督的份上，他樂於替沙皇陛下效勞，樂於幫助做

因為中國人自己也感到驚訝，這麼少的人怎麼敢駐

各種事情……他感到遺憾的是：這樣享有盛名的君

紮在他們這樣的大國邊境。他們這些耶穌會士就像

主派出使團前來，而中國人則如此野蠻，對任何國

為上帝服務一樣，樂於替大君主服務，因為他們不

家的使臣都不尊重，就像前些年接待荷蘭人和葡萄

喜歡滿洲人，他們喜歡漢人，他們在漢人時代生活

牙人一樣。而且他們把外國送給他們的禮品稱做貢

得更好。” 6 斯帕法里回國後撰寫的《中國漫記》 7

品，寫作貢品，在他們的國書中作答的語氣，就象

中的信息除去北京的親身經歷外，其餘幾乎全都來

老爺對奴才一樣，還有許多別的侮辱人的事，以後

自耶穌會傳教士。斯帕法里回國之際，南懷仁還請

會告訴我。” 斯帕法里在京期間，耶穌會士南懷

求致信俄國沙皇一封。信中除稟告斯帕法里在北京

仁擔任翻譯，使團抵達後的安置接待、覲見康熙皇

得到中國皇帝的隆重禮遇外，還請求俄國沙皇眷顧

帝禮儀的演練、康熙御前應答、與清政府談判回覆

自己以及整個耶穌會，同時將自己的天文學著作上

文書的傳達等，都通過耶穌會教士進行。耶穌會士

呈俄國沙皇。耶穌會教士不僅在康熙御前為中俄溝

問中國皇帝，他們是否可以拜訪俄國來使，皇帝答

通效力，還曾為康熙皇帝轉達致俄國沙皇的信。 8

3

4

不必去拜訪，隨中國官員是因為把他們看成是中國

1686年俄國新皇登基後派兩名專使——維紐科

官員一樣的皇帝的人。儘管清廷不希望耶穌會士與

夫和法沃羅夫到北京向康熙皇帝傳送求和國書，兩

俄國使臣單獨會面，但是南懷仁與“另一個老耶穌

名專使在北京覲見康熙時由葡萄牙耶穌會教士徐日

會士”還是與斯帕法里“談了很長時間，談了許多

昇和南懷仁居中翻譯。 9 兩人在離開北京之際前往

話”，耶穌會士入華、入京的艱苦過程，在清廷屢

南懷仁處告別，雖未得以相見，但其屬下人員卻將

屢感覺到的屈辱，溢於言表，最後甚至希望“願

一些重要信息透露給他們：“柏格德汗願意與俄國

上帝給他們一次機會，讓沙皇陛下的軍隊來證明

大君主友好相處，希望見到戰爭平息下來；阿爾巴

一下，沙皇陛下和他們之間的高低。” 在斯帕法

津城決不能留給俄方；中國沒有工程師，大炮和榴

里使華之時，蒙古頭人根忒木爾背叛清廷逃往俄

彈是耶穌會教士維爾比斯特在兩名俄國人的幫助下

境，請俄方交還根忒木爾是清朝多次向俄方提出

鑄造成的；柏格德汗的步兵團為數不多，而且未經

的確保兩國正常交往的基本前提。但俄方一直百

戰陣；荷蘭人曾經前來請求在中國設立商務機構，

般推諉，拒不交出逃人。對於中俄之間的這一敏感

遭到拒絕，且不許再來；柏格德汗本來有意派本國

問題，在耶穌會士與斯帕法里之間的談話中也有所涉

使臣前往俄國，但被他的近臣勸止，理由是中國朝

及：“耶穌會士秘密對使者發誓說，柏格德汗有這樣

廷從未向任何國家派過使節，又說柏格德汗曾經

的意圖，要是沙皇陛下不引渡根忒木爾，他將不惜

讓耶穌會教士佩雷拉給大君主帶去一封書信。” 10

用武力把根忒木爾弄回來，並且要去攻打阿爾巴津

中俄尼布楚談判由耶穌會士徐日昇、張誠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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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翻譯，1689年8月1日雙方代表到達尼布楚，三

會士之間又有秘密交往：“耶穌會士走出帳幕以

天之後，耶穌會士派人給俄方送來密信，提醒俄

後，曾秘密地交給安德列•別洛鮑茨基一封用法文

方謹慎行事，方能達到談判目的：“只提醒閣下

寫的信。並且在遞信之後，留下自己的一個人。信

在來函中常常淡然提及，但我認為似乎是嚴重疏

中請全權大使給予賞賜，令留下的那個人給他們帶

忽的事情：佟國綱是皇舅，又是皇帝的內兄，官

來貂皮、銀鼠皮（數量請便），做帽子的黑狐皮、

高位尊。索額圖是領侍衛內大臣，大於一等公；

美酒、母雞、牛油；他們相信能得到全權大使的恩

論官階雖然不可與之相埒，但他卻高出於他人之

典。同是今晚，耶穌會士留下的那個人給耶穌會士

上；其他的人，特別是歐洲人都尊敬他，因此，

帶加一封信及從皇庫中提出的下列物品：四十張貂

特提醒閣下注意。最後，我懇請閣下對異族人能施

皮，價值八十盧布；一百張銀鼠皮，價值十盧布；

予特殊仁慈，對和我們同道的基督教徒加以愛護將

一張褐狐皮，價值十盧布。另外，全權大使、御前

會大有裨益，不要以為不按基督教義對待異族人，

大臣、勃良斯克總督費奧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

來此

戈洛文本人還贈送了一張黑狐皮，價值五十盧布；

時，以恩主自居，表現了許多姿態；若不是我加以

四十張銀鼠皮，價值四盧布；半普特牛油；十五隻

會談進行

母雞；一桶燒酒。還派了兩名哥薩克將那個人護送

可以獲致善果。尼古拉•加弗裡洛維奇先生
勸阻，他還會做出更多的這種事體。”

12

11

得艱難，雙方幾近陷入僵局，其間耶穌會士暗暗對
俄方人員說，“會談期間有中國人在場時，要少和

中俄尼布楚條約以中俄邊界問題為主，俄國最

他們談話，因為他們受到猜疑，似乎已經對他們不

關心的俄中貿易問題未有實質推進，為此，俄方希

談判略有進展之時，“耶穌會士秘密

望了解清政府對中俄貿易所持的態度，了解中國市

告訴安德列•別洛鮑茨基，望全權大使速將最後意

場需求。為此，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向清

圖告知中國欽差大臣，看來耶穌會士期望得到大君

朝派出了以伊茲勃蘭特為首的使團。伊茲勃蘭特

主的恩典，將促使中國使臣議和。否則，中國使臣

使團在京期間，應耶穌會教士的邀請，經康熙皇

不諳禮儀之邦的慣例，頗有大動干戈之意，他們永

帝恩准，還參觀了天主教南堂：教堂建築精美，

遠也不肯把邊界劃到結雅河。安德列•別洛鮑茨基

內部陳設華麗，陳列館裡擺滿了從歐洲搜集的各種

奉全權大使之命，秘密告訴耶穌會士，他們二位如

珍品，最後耶穌會教士們還宴請了俄國使臣，各式

此熱心效力，定能獲得大君主的恩典。但全權大使

極為精美的點心和糖果、教堂裡自己釀制的葡萄美

決不害怕戰爭。現在耶穌會士可以給他安德列留下

酒，使俄國使臣在這裡逗留了很久，最後騎馬盡興

一名親信，以便他與他們用信件或其他方式互通訊

而歸。 17 莊嚴華美的北京天主教南堂經俄國使團的

息。耶穌會士說，現在不能留人，因為這樣，中國

記錄為歐洲和俄國所知。

甚信任。”

13

使臣對他們已經發生了懷疑，等以後雙方願意談判

康熙五十一年出使卡爾梅克的圖理琛使團回程

時，再如此行事。無論如何不能從國庫撥出物品私

時帶回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據隨使團來華的

下派人饋贈耶穌會士，原因是怕引起中國欽差大臣

勞倫茨•朗格的日記記載，隨東正教使團在京期間

俄方也試圖通過居間翻譯

從德國耶穌會士紀理安那裡得到了不少有價值的信

的耶穌會士達到目的：“雙方就此項要求進行了十

息。18 1719年俄國派近衛軍大尉伊茲馬伊洛夫為特

四天的激烈爭論，隨時都有破壞和平和用兵動武的

命使臣前往北京。該使團於1720年11月18日抵達

危險。陷於此種不快境地的俄國使臣只好求助於同

北京，1721年3月2日從北京啟程返回俄國。使團

中國使臣在一起的耶穌會士居間調停。他們又是請

成員中的勞倫茨•朗格和隨團醫生約翰•貝爾留

求，又是送禮，打動了耶穌會教士去說服中國人改

下的筆記記錄他他們在京近四個月的時間的生活，

談判結束後，俄方人員與耶穌

自然是北京的耶穌會士居間翻譯，但除公務活動之

對全權大使的懷疑。”

持和解的態度。”
120

到中國崗哨。” 16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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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兩者之間的交往依然十分頻繁。如1720年12

貿易便立刻償還。理藩院認為，雖然前有此例，但

月8日，俄國使團成員在天主教南堂與北京的全部

俄國商隊不應再次提出類似請求攪擾清廷。適逢此

耶穌會士約10-12人共進晚餐，餐食豐盛，餐後耶

時正在承德避暑的康熙皇帝希望見到朗格，於是朗

穌會士又陪使團成員前往康熙皇帝的馬廄觀看熱帶

格攜翻譯、僕從於21日趕到熱河。在熱河，朗格很

1721年2月9日，巴多明、馮秉

快與隨行康熙皇帝的耶穌會士會面，得知康熙皇帝

（Demail）和穆敬遠（Moran）三位傳教士

準備讓俄國商隊暫時駐紮在張家口附近的沙漠，待

前來俄國使團駐地表達問候。2月12日，又由中國

聖上班師回京後俄國商隊再進京，因為當時許多朝

皇帝出資，北京全體耶穌會士宴請俄國使團在天主

廷官員都在熱河，商隊即使抵達北京也無法開展貿

教西堂用餐，餐宴由巴多明主持，奢華隆重，康熙

易。朗格認為禮部尚書大人如此安排是擔心收不到

的樂隊餐間演奏伴餐。北京全體耶穌會士又陪同俄

俄國商隊將要送給他的禮物。但如果商隊照此駐紮

國使團成員一起觀看了雜技表演和翻筋斗表演。

21

沙漠，則定會飽受嚴寒和饑餓，還可能導致人員和

2月16日，朗格和貝爾一同前往天主教東堂拜訪了

大量馬匹死亡，所以朗格對此提議非常抵觸。很快

三日之後，兩人又一

事情出現轉機：禮部尚書突然奉旨來訪請朗格為幾

同前往法國天主教堂拜訪，當時羅馬教廷特使嘉樂

位要過境俄國的中國官員簽發通行證。朗格以此為

來華，大部分傳教士前往朝廷參加康熙皇帝與嘉樂

契機周旋，使俄國商隊直接進入北京。借銀問題，

2月21日巴

也在葡萄牙耶穌會士穆敬遠牽線之下，得到康熙皇

動物大象表演。
正

20

19

德國傳教士費隱和戴進賢。

22

的會面，他們在北堂只遇到了白晉。

23

多明神父還為俄國使團送來禮物——一條大鱘魚和
一些阿莫爾河打來的新鮮魚。俄國使團即將離開北

帝的第九子饋贈的1,000兩。 27
十八世紀初期，中俄邊界摩擦依舊不斷，中國

24

要求俄國歸還蒙古逃人也未得到俄方的回應，於是

俄國使團於1721年3月2日是從北京啟程返回

清政府和俄國斷絕了一切信函往來和貿易關係。於

俄國的，勞倫茨•朗格則作為俄國商務代表駐留北

是俄國委派四等文官薩瓦•弗拉季斯拉維奇伯爵為

京。出於為在中國進行貿易活動創造機會的目的，

特命全權使臣出使中國。該使團於1727年10月21

朗格在3月19日、20日拜訪了一些商人和傳教士，

日抵達北京，11月4日得以覲見雍正皇帝，耶穌會

由於朗格外出時有清朝兵士相隨，這使所拜訪的商

教士巴多明隨侍在側，此行薩瓦與巴多明結為至

人和耶穌會教士非常畏懼，耶穌會士說，他們的朝

交，並在巴多明的幫助下結識內閣大學士馬齊，

廷官員身份使他們處在與常人不同的立場上。因為

從而使恰克圖條約有利於俄國。中俄恰克圖條約簽

自己的外國人身份，所以一舉一動都必須小心謹

訂後，依約派往中國的俄國商隊的隊長勞倫茨•朗

朗格此行並非其首次來華，在

格得到北京的耶穌會教士贈送的漢語和滿語書8套

北京耶穌會士中有與之交往密切者，曾多次派僕人

計82本，這些書成為彼得堡科學院漢語和滿語藏

前往朗格住處問候，但都被守門的清兵攔回。他告

書的開端。 28

京之際，又前往幾個天主教堂與耶穌會士話別。

慎，以免被懷疑。

25

訴朗格關於清廷的不少內情，說中國的許多位高權
重的大臣都不同意朗格繼續留京，但由於皇帝贊同

二、彼得堡科學院北京天主教傳教士

之意已決，所以這些官員只好順從，他們會逐漸接
受朗格留在北京這個事實。他建議朗格，一旦出現

彼得堡科學院早期的中國書籍收藏與北京耶穌

26

會教士之間的聯繫遠不止於此。1730年，彼得堡

1721年8月14日，馬上就要進入中國領土的俄國商

科學院院士拜耶爾出版了《中國博覽》（Muserm

隊隊長伊斯托普裡科夫給朗格寫信，希望朗格幫助

Sinicum）一書，在歐洲引起轟動。實際上該書中

他從理藩院借銀2,000兩，並保證俟商隊一在北京

的很多內容都與由1715年起多次出使北京的朗格、

有利於俄國的時機，朗格就應該立即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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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京的耶穌會教士相關。拜耶爾在1730年與正

有北京耶穌教士的文章在彼得堡問世，如彼得堡科學院

在籌備第二批赴華商隊的朗格會面時還得到朗格

的刊物《彼得堡科學院通訊》（Novi Commentarii）上

贈送的一把中國尺子和一些關於中國長度、重量

先後刊登宋君榮 31、劉松齡 32、金濟時 33、韓國英 34 的

單位的資料，《中國博覽》中的西歐、俄國、中

文章；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合寫的文章發表於

國長度重量單位對照表就是以這些資料為基礎撰

拜耶爾的《中國的時間和時間週期》 35 一書中；宋

寫的。1731年9月1日拜耶爾寫給北京耶穌會士的

君榮

信、贈送給他們的《中國博覽》和德國天文學家

十九世紀彼得堡的書刊中。除上述在彼得堡問世的

基爾赫的《天文學觀測選編》，都在朗格帶領第

文章外，目前在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東方文獻研

二批俄國商隊（1732年3月22日至9月8日期間在

究所檔案館、喀山大學圖書館藏有巴多明關於中國

京）進京時轉交，宋君榮於1732年7月3日寫了回

醫學的文章

信，回答了拜耶爾關於中國的天文學書籍、中國的

君榮關於1735-1736年間北京天文觀測的文章

曆法、耶穌受難日食相關的問題，介紹了北京的法

和關於中國歷史年表一書的文章

國傳教士在中國語言、歷史的翻譯與研究方面的工

成拉丁文的《尚書》（Chou King書經）、韓國

作，也表達了他們對歐洲學術資訊和歐洲消息的渴

英1772-1777年間寄來的4篇文章， 42 另外還有

求。 29 此次朗格返回俄國時回國時帶回了耶穌會士

宋君榮的北京地圖。每次從北京帶回的信件中先

宋君榮、戴進賢、巴多明、嚴嘉樂、徐懋德寫給拜

後有宋君榮、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劉松齡

耶爾和德利爾的一批信件，為科學院圖書館帶回了

等北京耶穌會士繪製的天文觀測圖和地理圖。 43 彼

北京出版的中文書，其中包括巴多明的漢拉字典

得堡科學院方面向北京耶穌會發出信件的有12人：

1734年9月，朗格來

拜耶爾、德利爾、杜維爾努阿、阿姆曼、裡赫曼、

到科學院提出可以幫助科學院同北京的耶穌會教

克拉特岑什泰因、蓋賓什特列依特、采依格爾、魯

士建立通信聯繫，溝通學術信息。在當年10月4

莫夫斯基、米勒、格梅林和克拉什寧尼科夫；北京

日的《彼得堡消息》（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耶穌會士向彼得堡發出信件的有17人：巴多明、戴

ведомости ）上刊登了相關的消息。曾任駐中國

進賢、嚴嘉樂、徐懋德、宋君榮、孫璋、陳善策、

商務代表、即將帶領第六批商隊前往中國宮廷的朗

傅作霖、劉松齡、湯執中、魏繼晉、蔣友仁、方守

格在造訪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對那裡的中國物品一

義、楊自新、錢德明、韓國英、金濟時。這些信件

一進行了說明，同時仔細查看缺少哪些物品，所缺

所使用的語言有拉丁文、法文，內容涉及漢語和滿

少的物品在此次赴華時將得到補充。然後朗格到了

語、中國歷史和文學、天文學、地理、醫學、物理

科學院大會，會上德利爾教授比較了科學院原有的

和自然史。 44 除與彼得堡科學院院士保持通信外，

中國地圖和朗格帶回的中國地圖，而拜耶爾教授則

彼得堡科學院主席、科學院秘書也曾與北京耶穌會

研究了朗格帶回的中國書籍。此後地圖交給了德利

士通信，信件內容涉及交換圖書、交換植物種子、

爾教授，書籍則交給了拜耶爾教授。最後科學院成

推舉宋君榮、劉松齡、韓國英為彼得堡科學院榮譽

員與朗格一起商議了與在北京的三個耶穌會（傳教

院士等。根據《彼得堡科學院會議記錄》記載以及

團）就學術事務通信，並確定了這一點，這對於傳

學術界的發掘情況判斷，通信應有約145封，但目

播學術、對於豐富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的館藏能有

前保存可見的只有85封。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

不少的幫助。

穌會士的通信和書刊交換，豐富了彼得堡皇家圖

和《海篇》、《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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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6

、湯執中

38

37

分別有文章發表於十八世紀和

和關於中國生活習俗的文章
41

39

、宋
40

、蔣友仁翻譯

在1731年至1777年間，彼得堡科學院通過俄

書館和珍寶館的中國圖書和中國物品，豐富了北

國往來中國的商隊和使團，一直與北京耶穌會教士

京耶穌會士圖書館的歐洲和俄國書籍，豐富了他

保持著通信聯繫，兩者間互通資訊，交換書刊，更

們關於歐洲學術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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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天主教傳教士多年在北京經營、傳教，他們撰
寫翻譯的關於中國的書籍，成為北京東正教傳教士

正如第八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1794-

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天主教傳教士所積累的教理

1807年在京）團長所言，45 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修士

教義書籍，都為東正教傳教士所利用，以之為藍

大司祭注定都與北京的耶穌會教士交往。由於中俄

本，編寫整理出適合用於向俄俘後代宣傳東正教的

關係十分不穩定，俄國商隊時常因中俄邊境的糾紛

讀本，如第九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團長比丘林

而被禁止進入中國，每逢此時，在北京的俄國東正

就從耶穌會士1739年刊刻的教理問答讀本中摘錄編

教團人員就處於與俄國隔絕的狀態，無法得到關於

纂出講解東正教的教理普及冊；50 1816年在比丘林

俄國和歐洲的任何消息。長期在北京生活、在宮廷

與福文高的通信中交換理解和翻譯聖經的心得。 51

任職的天主教傳教士，對於俄國東正教使團人員來

天主教傳教士自明末便在中國宮廷任職，東正

說，既能了解到北京宮廷和歐洲的必要信息。同時

教傳教士入華後在中國語言、歷史文化學習以及基

遠離祖國之中北京耶穌會士與他們同屬於基督教世

督教傳播的過程中，較多地採用了天主教傳教士積

界的身份、甚至耶穌會士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會

累下來的相關成果。早在彼得堡科學院成立之初

令俄國駐北京東正教使團人員感到慰藉。第一屆東

的十八世紀三十年代，馬若瑟的漢語語法書、漢

正教使團團長列紮依斯基抵達北京後，與天主教神

語詞典已為俄國人所知。 52 1729年到達北京的第

父馬國賢互相拜訪來往，馬國賢日記中記載，“這位

二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普拉特科夫斯基（ Антоний

院長的舉止莊重而威嚴，服裝和陳設都異常地整潔。

Платковский ）曾將耶穌會士編寫的漢語學習資

當他走出教堂的時候，胸前佩戴著十字架，手中拿著

料帶回俄國，這份資料後又交給了1744-1755年

主教的權杖。” 46 列紮依斯基明確向馬國賢表示自

在京的第四屆使團，使團成員抄寫複本並依之與當

己沒有指望能給中國人洗禮，只為俄俘的後代的宗教

地居民交談，培養了語言能力。53 1733年俄國駐北

生活服務，這與彼得一世對入華東正教使團的諭令完

京商務代表朗格曾去理藩院請求允許學習漢語和滿

全一致。甚至為了不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

語的學生盧卡•沃耶伊科夫把巴多明神父的法漢詞

突，在馬國賢面前甚至“裝得像個天主教徒”。後

典譯成俄語。54 1781-1794年間在北京的第七屆東

來貧困潦倒時，列紮伊斯基依然是“想去走訪那些耶

正教使團隨團學生安東•弗拉德金曾抄錄耶穌會士

穌會教士”。 47 第五屆東正教使團團長去世後，北

所編漢拉詞典。 55 在俄國東正教第九屆駐北京使團

京的耶穌會士操辦葬禮安葬，安放墓碑，並在墓碑

團長比丘林在俄國大量發表關於中國的論著之前，

背面刻上了中文的祭文。 48 百年後的北京，在天主

耶穌會士關於中國的記述是俄國了解中國的重要途

教在華傳教活動式微之時，俄國東正教使團一方面

徑之一，通過天主教傳教士的論著和詞典了解中國

顧及清朝對天主教的態度而不敢過多表現出對天主

的語言和歷史文化，也是不少在京東正教傳教士的

教傳教團之間友好關係，另一方面畢竟以往所得到

選擇。他們所留下的漢語拉丁語詞典，也不免借鑑

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團的幫助，且與天主教同屬基督

在京天主教傳教士的語言資料，現在俄羅斯科學院

宗教，對北京天主教的態度非常微妙。儘管如此，

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聖彼德堡大學東方系圖書

在德天賜事件中，天主教逢絕處之時，清政府因為

館藏有第九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比丘林以及第八屆、

懷疑所有的天主教傳教士而將德天賜的信件被交給

第十屆使團成員編纂的多種拉丁語漢語詞典，在這

俄國東正教使團團長索夫羅尼格裡鮑夫斯基以了解

些詞典的編纂過程中，天主教傳教士的語言資料定

其內容。危難之時索夫羅尼藉口不太懂信件所寫的

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56 處理畢學源身後財產的魏若

語言，婉言拒絕解讀，從而使信中涉及的那些傳教

明神父本人，就翻譯過法國傳教士編的漢語詞典，

士免於牢獄甚至滅頂之災。 49

用於俄國東正教使團成員的漢語學習。 57 即使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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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切列帕諾夫畫於1831年的北京天主教南堂，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聖彼德堡）（ОР, ф. 1272, № 18）

教傳教士在北京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俄國東正教

間第十屆、第十一屆使團交換之際，畢學源主教再

駐北京使團與北京天主教傳教士之間依舊保持著新

次邀請俄國客人到南堂做客。主人仔細準備餐食甜

使團到京後相互拜訪的傳統。在俄國第九屆、第十

點咖啡，並正裝陪餐，顯示出招待之隆重。主客暢

屆使團交接之時，1821年4月18日，北京的葡萄牙

談歐洲、俄國、中國時事，坦誠相見。 59 護送第十

主教畢學源向俄國東正教使團駐地派出四輛按中式

一屆俄國東正教使團前往北京的哥薩克衛隊長切列

裝飾精美整齊的四駕馬車，接俄國東正教使團全體

帕諾夫（ С.Черепанов ）受命摹畫北京的東正教

成員前往天主教南堂做客（實際只有新舊兩位使團

堂。畢學源有感於此，請求切列帕諾夫摹畫天主

團長、監督官、主要隨行人員得以前往），參觀南

教南堂。1831年4月4日，切列帕諾夫在日記中這

堂後，主客把酒相談，興致不盡。 1830-1831年

樣記載北京天主教南堂：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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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街上水泄不通，甚至巡捕都趕來阻止彈
奏。有人說，聖樂對中國人接受基督教有很
大影響……最後我登上其中的一座高塔：整
個北京盡收眼底！四個方向無一不望……然
後我環繞教堂的花園、側冀，共有75個單獨
的建築，每個又各有十間或更多的房間。可
現在這麼一個大園子裡卻只住著一位風燭殘
年的老人！這種空曠造成一種令人至死的愁
悶，令人不免憂鬱——基督教不能進入這個
國家，這不免令人垂淚。 60
切列帕諾夫為畢學源摹畫的北京天主教南堂、
天主教墓地的水彩畫現收藏於俄羅斯聖彼德堡的國
家圖書館。（圖1、圖2、圖3）
在北京慘淡經營的天主教傳教士，與俄國東正
教使團成員來往、接待他們來教堂做客成為生活中
的愉悅之事；至天主教在華傳播難以為繼的十九世
紀三十年代，適逢第十一屆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
團在京（1830-1840年間在京）。畢學源生前委託
第十一屆東正教使團團長魏若明處理身後財產。魏
若明將這一託付作為一件莊嚴要事，依約處理天主
教遺留資產，依約將所得錢款寄往澳門，雖後來在
東正教使團內部和俄國外交部亞洲司風波頻發，仍
舊不負所托。 61
天主教傳教士多年在北京經營、傳教，他們撰
寫翻譯的關於中國的書籍，成為北京東正教傳教士
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天主教傳教士所積累的教理
教義書籍，都為東正教傳教士所利用，以之為藍
本，編寫整理出適合用於向俄俘後代宣傳東正教
的讀本，如第九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團長比

今天一大早我便滿懷驚奇地看到了這所

丘林就從耶穌會士1739年刊刻的教理問答讀本中

寬大的教堂：竟有幾排淨室，教堂高大。

摘錄編纂出講解東正教的教理普及冊； 62 1816年

這是一座歐式建築，正面聳立著兩座高達

在比丘林與福文高的通信中交換理解和翻譯聖經

二十俄丈的高塔，是全北京最高的建築。走

的心得。 63 1795年起，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開

上教堂的高處需要穿過教堂。教堂的牆上裝

始建設自己的圖書館。在1821-1830年間，修士

飾著精美的聖史圖畫，全都保持得那樣潔淨

大司祭彼得（第十屆東正教使團團長）全力收集北

完好……登上唱詩班位，我停在損壞嚴重的

京耶穌會士翻譯撰寫的漢語、滿語、蒙語基督教書

風琴前。據說，風琴剛剛安裝好時，聲音傳

籍，在豐富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圖書館的同時，

遍教堂周圍的整個地區，引來好奇的人群，

也為彼得堡的亞洲博物館、外交部圖書館和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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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切列帕諾夫畫於1831年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士陵園圖之一，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聖彼德堡）（ОР, ф. 1272, № 19）

圖3•切列帕諾夫畫於1831年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士陵園圖之二，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聖彼德堡）（ОР, ф. 1272, № 19）

126

RC 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

歷史上的俄國與經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柳若梅

宗教大觀

一些大學圖書館購買了不少，目前仍是俄羅斯相關

京的耶穌會傳教士擔任通訊院士，是中國、俄國與

圖書館的珍貴館藏。

歐洲之間的知識、文化深入交流的體現。儘管自十
一世紀基督宗教教派分裂後天主教與東正教在基督
結語

宗教內部分屬於水火不容的東方教派和西方教派，
但俄國在向清朝派出東正教使團之時，天主教已進

俄國自國家建立百餘年起便從東羅馬帝國接受

駐北京百餘年、天主教傳教士入主清朝欽天監。俄

基督教，強制性地將之確定為國教，成為基督教大

國方面因此憚於天主教在清廷的地位而在選派人選

家庭中的一員。十七世紀俄國向清朝首次派出外交

時特別注意挑選擅長周旋人際事務者，並明確要求

使節時，曾在歐洲多國任職的斯帕法里了解天主教

駐華的東正教教士要與在華天主教傳教士協調友好

在華已發展百餘年，並在出行之前就計劃必要時在

關係，爭取他們的幫助。東正教入京之初天主教在

北京尋求天主教傳教士的幫助。斯帕法里之行成為

華傳播已成規模，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對東正教使

俄國認識中國全境的重要起點，也是俄國了解澳門

團扶持幫助；十九世紀天主教在華沒落之時，北京

的起點，也是俄國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往來的起

的東正教使團成為天主教傳教士的依託和慰藉，兩

點。1725年正式開辦的彼得堡科學院，邀請歐洲最

者之間在不同歷史時期相互依靠的關係，保留下

重要的學者前來任職以培育和帶動俄國科學文化的

很多重要的中國與歐洲關係史資料。歷史上俄國

發展。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利用俄國商隊從北京帶回

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往來，是清代

的資訊展開研究，他們與經由澳門來到北京的耶穌

中國與歐洲關係史研究、俄國與西歐關係史研究

會傳教士的通信、圖書交換，彼得堡科學院邀請 北

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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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與本土的結合：
近代中國基督教城市青年會會員制探析
——以廣州青年會為案例
鄭利群 *

摘 要 基督教青年會是中國近代第一個現代會員制組織，其下的城市青年會因具有
組織上的一致性，使得對廣州青年會的會員制進行探討具有普遍意義。廣州
青年會的會員制從兩方面來看：在會員資格上，是其成員全部符合入會章程
及條件，並因獲得了超越於血緣、地緣和業緣的融合而具有了現代特徵。在
會員構成上，由於青年會對會員的廣泛接納性，使得廣州青年會實際上成為
非基督徒、非青年為主導的社會精英團體，並因此具有了本土化特徵。正是
青年會現代與本土特點的結合，表明了這一西方組織在近代中國已經實現了
其獨有的轉變。
關鍵詞 基督教城市青年會；廣州青年會；會員制；會員資格；會員構成

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國社會的接觸面要更廣，滲入的程度也更深，因此

Association，簡稱Y. M. C. A.）又時稱青年會，

對廣州青年會的會員制進行研究，對於我們了解這

發軔於倫敦，經由完善後的北美協會傳到中國，成

一西方組織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以及為了適應中國

為中國近代第一個現代會員制組織。 它在中國由

而發生的本土化改變具有普遍意義。然而到目前為

兩個基本系統組成：一是城市青年會，一是學校

止，關於青年會組織本身的研究尚未進入學術研究

青年會。二者都以會員為對象，通過管理完善的組

的視野，對於青年會會員的情況也只是在個別論著

織，來實行德智體群“四育”方面的服務，從而為

或論文裡間接被提到。 4 有鑑於此，本文試從會員

後來中國人的合群結社樹立了典範。 2 廣州青年會

資格和會員構成兩大方面入手，闡述廣州青年會所

成立於1909年，由青年會全國協會與北美協會協

具有的現代與本土結合的雙重特性，以期對這一中

助設立。它不僅功能完備、活動繁多，而且影響甚

國現代會員制的組織源頭有個較為完整的了解。

1

大，是當時華南地區的中心市會。

3

由於中國城市青年會內部的組織型制具有地區
間的一致性，而且相對於學校青年會來說，它與中

一、會員資格
廣州青年會會員一般由基本的“責任會員”和
普通的“通常會員”兩部份組成。此外，尚有根據

* 鄭利群，歷史學博士，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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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青年會管理之下，參加後者組織的各項活動。

者相同的利益外，交納的會費越多，享受利益亦越

“責任會員”即基督徒會員，也是青年會的核

大。會員以一年為期，逾期不續交會費即被認為自

心會員。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為城市青年會制定的

動取消會員資格。以後在歷年的會員徵求中，除了

章程規則中規定：“城市基督教青年會，須有正宗

童子會員偶有增刪外，其他皆未有變化。

之基督徒為責任會員，由責任會員依章選舉董事

青年會對會員入會皆有程序上的要求，而且由

這也是城市青年會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之

於城市青年會之間擁有現代連鎖式的共同模式，使

一。在廣州青年會憲章中，“責任會員”名為“基

得會員可以隨著其流動，同時享有各地青年會的相

本會員”。憲章規定基本會員的資格是同時具有“

同服務。青年會規定，新人入會時需填具入會志願

年在二十一歲或以上之男子、中華民國公民、基督

書，並由青年會為其舉行新會員入會典禮，由會長

教徒”三項條件的人。其權利是“有選舉及被選舉

致辭，發給證書，以加強會員對其身份的重視。 10

權”。其義務包括：“（1）謀求發揚本會宗旨及

同時發有一張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印製的“會證”

擴張本會事業之方法；（2）擔任本會會董及盡力

（即會員證），作為參加各種活動時的憑證。由於

於本會其他一切義務；（3）年捐本會經費。”

6

城市青年會在國內皆受全國協會的統轄，在會員規

自廣州青年會成立，它就一直沿用此章程，只是到

定、組織管理和服務內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11

1946年才對章程進行了一次較大修訂。 7

因此，全國“凡有青年會之處，持有會證者就可以

部。”

5

除了基本的責任會員之外，青年會中最多的還

受該地青年會之優待”。而且青年會的國際性質，

是“通常會員”。他們的條件寬鬆，具有廣泛的社

也使得會員可以持之“萬國通行”，只要“出國

會性。青年會全國協會規定：“城市青年會之會

時……向本會轉換一張英文會證”即可。

12

員，自責任會員外，更有通常會員。則凡商界政界

總體上說，廣州青年會會員，無論是其基礎的

實業界教育界之品行純正、熱心公益之人士，即非

宗教性，還是廣泛的社會性，都體現了一個共同

基督徒，皆得列名，享會中一切利益。” 廣州青

特點，即全部符合入會章程以及特定成員資格，

年會對通常會員的資格確定為“凡中國男子”，只

並嚴格遵守青年會的規定。另外，由於青年會組

要符合“品行端正、年在十八歲以上、按章納費、

織上的高度統一性，使得會員在最廣泛意義上獲

有會員或幹事介紹”者，無論“屬何宗教，操何事

得了超越於血緣、地緣和業緣的融合，從而具有

業，均可報名入會”。 自20年代始，通常會員的

了現代特徵。

8

9

資格連國籍也隱去了，廣州青年會中出現了一些西
方人士。他們多為西方駐中國領事館的公務人員或
在中國進行經商的人士。
廣州青年會還根據會員繳納會費的多少對會員

二、會員的構成
（一）會員的性質

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類。1909年初辦時，青年會

基督徒會員（責任會員）在會員總數中所佔的

會員只有兩類：一類是名譽贊成會員，每年會費

比例，一直是青年會極為看重的指標。“基督教青

50元；一類是普通會員，每年會費12元。1912年

年會”這一稱謂本身，就像它在北美時那樣，是一

時，青年會將名譽贊成會員改稱為維持會員，1918

個為基督徒服務的社會組織。然而當它移入中國後

年復增童子會員。至1919年時，會員已分為六類：

所遭遇的迥異的社會文化環境，使得青年會的建立

納12元的普通會員，8元的學生會員，6元的童子

者們一方面視之為挑戰，而不斷為自己創立更多傳

會員，50元的維持會員，100元的基金贊助會員

教的機會；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得不改變初衷，妥

和1,000元的基金維持會員。他們之中，前三種會

協於服務對象的改變。因此，與西方以基督徒為主

員享受相同的基本利益，後幾種會員除享有與前三

體的青年會會員性質相反，中國的青年會是以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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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為主體的會員性質。

年會”這一名稱帶給社會的實際影響，卻要遠遠超

為了能在組織的核心構成上體現青年會的基本

過少部分基督徒會員人數所帶來的理論想像。廣東

宗教原則，中華青年會明確規定，只有基督徒會員

教育廳廳長金湘帆認為，廣東教育界長期以來對青

才有選舉權，“由責任會員依章選舉董事部，主持

年會的誤會之一就是，“以為青年會為基督教團

為此，中華青年會每年對於全國青

體，入會即是入教。” 18 國民第四路軍副總司令

年會的資訊調查中，有一項重要的指標，就是了解

香翰屏在擔任會友徵求總隊長時，也被他周圍的朋

基督徒會員在會員總數中的佔比。

友詫異地詢問其是否信教。 19 因此，青年會即等於

一切會務。”

13

表一•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基督徒）責任會員佔比統計表14

基督教團體，成為青年會會員就等於加入基督教，
這在相當長時間裡是廣州中上層人士的普遍看法。
可以說，基督教青年會作為一個從西方傳入中
國的組織，在會員的宗教核心身份上不得不發生了
根本的改變，即從以往西方以基督徒佔主體的會員
制改變為中國以非基督徒佔主體的會員制。廣州青
年會的基督徒責任會員就是在會員總數上只佔不到
1/5的很小一部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青年會因
其稱謂帶來的實際宗教影響，卻大多超出了其作
為非基督徒會員所佔比例人數的影響，這也是個
不爭的事實。

從表1可以看出，廣州青年會基督徒責任會員
在會員總數中所佔比例很低。1918年至1937年間

會員年齡是青年會內部的另一項重要指標。與

的15年中，基督徒會員平均佔比為18.29%，亦即

中國世俗環境導致的會員非宗教性質不同，會員年

是說，廣州青年會基督徒會員平均佔會員總數的比

齡是個可以通約的因素。青年會在北美時一直被視

例不到五分之一。不過，與1936年前約10%的全

為一個為青年服務的組織，而在其傳入中國的初

國佔比相比，廣州青年會的基督徒會員人數仍然高

期，也主要是以青少年為服務對象的。20 但是，隨

了全國近八個百分點還多。 15

著青年會在中國發展的需要以及青年會自身政策的

究竟如何看待青年會內部非基督徒會員佔主導

緣由， 21 大量的“非青年”進入青年會，導致了青

的這一狀況，中國青年會對此表現出的是一種積極

年會內部對於“青年”一詞的具體指向在較長時間

的態度。全國協會認為：“會員中非基督徒既佔極

裡面說法不一。最終，“青年”對於青年會而言，

大多數，此實不啻對於宗主會員之一種挑戰，而亦

只是成為了一個精神性的象徵符號。

為吾人工作之僅有機會。”16 事實上，這也的確是

關於青年會中的“青年”一詞，無論當今學界

青年會進入中國希望能使之基督化的最初原因。

還是以往青年會自身，都未有過完整精確的解釋和

不過，從青年會最終服務於會員的角度上看，這

說明。一方面，關於“基督教青年會”名稱中“青

卻意味著它所進行的各項活動，勢必要考慮到更

年”含義的具體解釋，現今國內各類基督教類詞

多非基督徒會員的需要，從而帶來一系列的世俗

典、著作與論文基本上皆未提及；另一方面，就連

化影響，甚至是直接影響到青年會的基督宗教主

當時青年會自己，關於“青年”一詞的解釋在很長

旨的改變。 17

一段時間的各種說明也常常互有矛盾，以致在現實

然而另一方面，從宗教角度來講，“基督教青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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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符的情況。即使後來青年會組織對“青年”概

表二•廣州基督教青年會青年與非青年佔比表

28

念加以調整，社會對其的俗稱已經固定，之後也就
繼續沿用下去了。
青年會關於“青年”的概念，有時會有“少
年”或“青年”之說。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於民國初年曾
指出，“青年”之意專在於“少年男子” 。22 不過，對
於“少年男子”的具體年齡段，全國協會卻並未有
明確界定。至1925年之前，廣州青年會對於“青

由表2可以看出，1933年與1935年會員的“非

年”的年齡解釋一直承襲的是全國協會“少年男

青年”比例都高達三分之二以上。儘管1934年與

子”的說明；之後，在對“基督教青年會”的定

1937年有兩項資料為“不詳”，然而我們有理由

但在其後關

推斷，1934年和1937年的“非青年”比例大約為

義中，才開始專用“青年”一詞。

23

於青年會的各種概念解釋中，又會不時出現“少

63.2%和62.3%，幾近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二。

年”與“青年”不分的情況。1927年北美協會總

究竟如何解釋大量“非青年”的存在及其與“青

幹事鮑乃德在《會員對於青年會應具有的概念和

年”的關係呢？1926年全國協會認為：“至彼年事

意識》一文中，就將青年會指為由“一班青年和

較長之會員，參加於青年會之活動，富有青年會之

而1936年廣州青年會

經驗，其價值甚大，吾會當使其保英俊之氣，並使

在經濟徵求中，又將“青年會”解釋為“青年人所

多有與少年會員及少年事業接觸之機會。”29 1941

集合的團體”。 25 說明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內部關

年廣州青年會對此也有個較為相容的說明，認為

於“青年”的概念並無嚴謹的認識與集體的統一。

青年會的“青年”一詞有三點含義：“一是青年是

以後廣州青年會為了適應中國環境的變化，對“青

人生過程中最寶貴的階段，所以青年會的設施是側

年”含義的解釋也曾有所改變，然“青年”二字本

重青年，為青年服務；二是青年會有蓬勃的朝氣，

身卻始終運用如一。

進步的思想，所以青年會的一切充分表現青年的精

少年合組而成的團體”。

24

然而在現實會員中，卻是出現大量以“非青

神，使中老年人也同青年人一樣；三是青年是無分

年”為主的景象。廣州青年會關於普通會員的年齡

男女、無分地位、無分籍貫，所以青年會的事工以

條件，從一開始就規定在“十八歲或以上（童子會

整個社會為對象。” 30 可以說，“青年”一詞的發

員限十二歲至十八歲）”。 26 因此從理論上講，任

展，到最後已不具有任何年齡上的意義，而成為了

何一個年齡在12歲以上的男性，都有可能成為青年

代表青年會精神的一種象徵性符號。

會會員。這顯然與青年會的早期定義不符。不過到

總之，一方面，青年會自身在對“青年”一詞

1934年時，廣州青年會對會員的要求已無任何的

的釋義上，有一個從“少年男子”到“青年”抽象

年齡限制。

概念相互交疊的轉變過程；另一方面，廣州青年會

27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由於中華青年會初期以“少年

則從一開始的會員規定中就已面向所有的年齡階

男子”替代“青年”的定義非常模糊，導致在對會

層，而這又直接導致了現實中的青年會成為一個以

員進行相關資料的統計過程中，很長時間僅在“成

大量“非青年”為主體的組織。

人會員”與“童子會員”之間加以區別，以至於我
們無法確切了解“成人會員”內部年齡段的具體組

（三）會員的成分

成情況。不過，通過對1933-1937年的一些統計資

青年會在北美時只是以年輕的中低層或白領為

料加以整理，我們可以大體了解當時廣州青年會內

服務的對象，31 而中國青年會則主要成為了社會精

部各年齡段會員的比例分配狀況。

英的匯聚之地。廣州青年會會員就是多來自黨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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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近代各類新興行業的成員。他們經濟豐裕，具

薪金月薪約300元，本科教授最低薪金約180元，

有相當高的教育程度，屬於近代中國掌握新興資源

就是預科教授最低月薪也約有140元。 34 對於大學

的主流群體。

教師群體來說，青年會一年12元的會員收費顯然是

廣州青年會會員的職業構成，多以商界、黨政
軍以及近代各類市政行業和新興行業的從業者為
主。以下是廣州青年會發展鼎盛時期（1937年）
與抗戰時期（1940年）的會員成分比例表。

綽綽有餘的。其他如醫藥、銀行、郵電、律師等新
興行業也多屬此類。
與會員職業和經濟背景相對應的是，廣州青年
會會員的教育程度遠較社會程度為高。1930年廣州
青年會曾對會員的受教育程度做過一項調查，結果

表三•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會員成分比例表（%） 32

顯示，會員中受過高等教育者佔43%，中學教育者
佔43%，小學教育者佔9%，自修者佔5%。 35 然
而同時期另一項統計也顯示，1932年廣州市文盲
半文盲人口佔總人口的44.51%。 36 可以想見，在
接近一半文盲半文盲的廣州市人口中，青年會會員
受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會員人數竟達86%，這在當
時社會無疑是相當高的比例。與之前會員從事的職

從表中可以看出，抗戰前與抗戰期間兩個年份
的會員中，商界與黨政軍界的比例皆為最高，其次

的城市管理和知識階層。

為學生以及近代其他新興行業者（醫藥、銀行、郵

對於青年會會員的這樣一種成員構成，社會和

電、鐵路、教育、新聞等）。而前後兩者之不同僅

青年會自己都曾有評議。社會上的批評者多認為青

在於，抗戰前商界會員比例最高，抗戰中則黨政軍

年會過於貴族化，“以其會費之高昂，非貧寒青

比例驟增。說明抗戰前廣州中上收入階層多為商界

年所能負擔。” 37 青年會自己也承認這點：“青

群體，這顯然與近代以來廣州作為華南沿海經濟發

年會會員費定額頗高，除中產以上之人有資格入

展中心有關；而抗戰中黨政尤其軍界人數的激增，

會外，貧寒者為物力所限，均不得享受權利。無

則恰好表明戰爭時期權力資源與收入發生了重新分

論打球也，游泳也，沐浴也，參加集會也，在在

配，是社會運轉處於非常時期的結果。

需錢，似具營業性質，致外人譏為惟利是圖。” 38

青年會會費偏高，是經濟豐裕階層成為會員的

然而他們也解釋道：“平心而論，青年會因多求

主要原因。除了每次參加會所活動要繳納的各種費

自養，每年經費不能不以會費為挹注，固定額不

用外，單是每年一次的會費，就不是當時普通的中

能不略高。” 39 可以說，為求經濟自養而導致的

下層人士能輕鬆承擔得起的。青年會在抗戰前除了

會費偏高，是青年會被外界持有“貴族化”看法

對學生和童子予以照顧的6元會費之外，普通會員

的一個重要因素。

的基本會費常年是年費12元。如果對照當時社會

全國協會關於各地城市青年會建立的前提條

的普遍薪金水平，我們可以看出能夠交納出12元

件，除經濟自養外，本來並無對會員身份的公開要

會費的，只有社會的中上階層。我們以當時的工

求。 40 然而其結果，卻導致了會員會費長期居高的

廠公司為例。在抗戰前廣州的幾百家企業裡，管

境況，並通過只有吸收社會中高端人群為會員才能

理員和工頭的工資大體以60-70元居多，技術工

實現經濟自立的目的。因此，廣州青年會會員的成

人多在30-40元之間，而普通工人月薪絕大多數

員構成，其實質是一種社會精英化，即作為近代中

而大學裡的情況則

國的新興權勢群體，在職業、經濟水平以及受教育

卻只在幾元至10餘元之間。

33

相反，一般國立大學教職員薪俸中，正教授最低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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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YMCA第一届訓練團，1945-1946班

通過對前面會員構成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青年會作為第一個完全以自願精神來遵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會員的非基督性、非青年性以及

守契約原則的現代會員制組織，通過其全國甚至世

社會精英性；它們在三個不同方面共同構成了彼此

界聯合的影響性，迅速成為全國各地民間團體仿效

相關的整體，並在現實中呈現出互為對應性。正是

的榜樣。清末民初是中國政治劇烈變動時期，也是

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青年會在中國的發展呈現出

社會“自組織”極具繁榮之際，但是絕大多數社會

與其母體在北美時不同的面貌，並由此決定了廣州

團體受制於傳統社會的界域，仍然以親緣、地緣以

青年會會員構成上的本土化特徵。（圖1）

及業緣為主，缺乏超越於其上的更廣泛的同質性會
員聯合。而青年會這一新型會員形態在中國的出

三、結語

現，很快為中國人的合群結社樹立了榜樣。例如近
代中國本土第一個規模較大的慈善救助組織——世

城市青年會作為中國青年會系統的重要一支，

界紅十字會在中國的會員徵收，就是受到了青年會

其會員制體系的建立對民國時期的各地社會產生了

會員制啟發的結果； 41 而與其成立前後相距不遠的

深刻的影響。大體來看，可概括為以下兩方面。

民國最大民間救災組織——華洋義賑會的成立，更

2019年•第104期•文化雜誌 RC

137

鄭利群•現代與本土的結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城市青年會會員制探析 ——以廣州青年會為案例

宗教大觀

是直接由中國青年會總幹事艾德敷任總幹事並進行

理念、專業知識以及人脈網絡服務於社會，從而引

組織管理的。

領了當地社會發展的潮流。 43

42

第二，青年會非基督性、非青年性以及社會精

總體上說，作為近代城市青年會的廣州青年

英性，顯示了兩方面特點：一方面，它推動了廣州

會，其會員制具有多項特點：在會員資格上，其

的城市風俗向現代西方的轉變。近代以來西風東漸

成員不僅全部符合並自願遵守入會章程及成員條

對廣州地區所帶來的影響，到了民國時期，因為青

件，同時因青年會全國甚至世界組織上的高度統一

年會將西方現代體育、娛樂和社交方式系統性地帶

而具有了超越血緣、地緣和業緣的現代特徵。在會

入本地而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尤其是三十年代之

員構成上，因青年會對成員身份的廣泛性，導致廣

後，隨著會員裡黨政軍官僚人士的逐漸增多，青

州青年會實際上成為由非基督徒、非青年為主要構

年會更是越來越成為社會時尚風潮的帶領者。另

成的社會精英團體，而尤其具有了本土特徵。正是

一方面，由於青年會最大程度地接納了社會精英人

這一現代與本土特點的結合，不僅使其成為中國近

士，使其在相當多的社會服務中起到了普通民間團

代合群結社的典範，也成為當地社會發展潮流的引

體無法起到的作用。由於這些會員更容易理解青年

領者，從而表明基督教青年會這一西方組織在近代

會的使命和目標，因此也更經常地利用他們的先進

中國已經完成了其獨有的本土化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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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元在嶺南地區的佛教政策
丁書雲 *

摘 要 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後，延續了其原有的薩滿教信仰。但同時為了對廣袤
的中原漢地進行統治，廣泛吸收中原漢地之文化，在宗教上秉承着相容並包的
精神，允許多種宗教並存，以為其統治服務。嶺南地區雖然地處南部邊陲，
仍然受到元政府宗教政策的影響，元朝的統治者也希望藉助宗教來達到鞏固
其在南部邊疆統治地位的政治目的，元政府對佛教的政策便貫徹這一目的。
有元一代，佛教延續了以往的發展勢頭，卻也形成了自己的發展特色，主要
表現在藏傳佛教傳入嶺南地區，對禪宗的獨尊地位產生了嚴重挑戰，但是，
元政府出於政治目的的考慮，也鼓勵禪宗的發展，作為元朝國教的藏傳佛教
在嶺南地區的發展勢頭始終沒有超過禪宗。
關鍵詞 元代；嶺南；藏傳佛教；禪宗

元朝從建國開始，便對佛教進行大力扶植。為

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 2 元

了取得西藏地區民眾對蒙古統治者的支持，忽必烈

政府這種帶有政治目的的推廣，使藏傳佛教盛極一

尤其扶植藏傳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中的密宗，對

時，嶺南地區自然也不例外。

其進行大力推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
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 1 這句話反映了有元一
代統治者對佛教的支持態度，元朝與前代佛教政
策不同的是建立了帝師制度，“元起朔方，固已崇
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
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
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
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
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

一、元政府支持下藏傳佛教在嶺南地區的推廣
元代藏傳佛教又稱喇嘛教，是在西藏地區發展
起來的獨具藏族特色的佛教分支。到了十一世紀逐
漸形成各種教派，其中有寧瑪派，噶當派，薩迦
派，噶舉派等，各派鬥爭激烈。1247年，太宗窩
闊台之子闊端諾顏與藏傳佛教薩迦派首領薩迦班
智達會晤於涼州，這次會晤被稱為“涼州會談”
。藏傳佛教開始與蒙古王公結緣，並為蒙古統治者
所接受，薩迦派也從此從藏傳佛教諸多流派中脫穎

* 丁書雲，廣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蒙元史和明
清史。本文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7-16世紀中國南
部邊疆與海洋經略研究”（批號12JZD013）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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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1253年，薩迦派傳人、年僅十五歲的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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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佛教各個教派與以李志常、趙志敬為代表的道

年），佛寺動工，由月的迷失“董公興創”，“殿

教之間展開了兩場辯論，以八思巴為代表的薩迦派

宇既成，師手塑梵像，齋萬僧以慶贊之”， 8 膽巴

參與了第二次辯論。在這兩場辯論之中，蒙古統治

還上奏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賜“田二十頃，賜

者們明顯偏袒佛教。導致道教慘敗，佛教的地位進

額‘寶積’焉”。可見，元中央朝廷對於膽巴在

一步得到提高。1260年，忽必烈即位為帝，更是

嶺南地區宣揚藏傳佛教的行動也是十分支持的，

尊封八思巴為國師，並且規定諸帝登基之前必須要

膽巴的佛事活動乃是在朝廷和地方官員的默許之

經過帝師的灌頂和受戒。從理論上來說，皇帝也算

下進行。這其實也反映了元政府企圖將其所信奉

是佛門薩迦派弟子。以薩迦教派為代表的藏傳佛教

的藏傳佛教推廣到嶺南地區，以借此獲得嶺南民

得到蒙元統治者的信奉與推崇，終元一代，這種狀

眾對其統治支援的政治目的。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膽巴被詔北還

況始終沒有改變。
隨著藏傳佛教在全國勢力的壯大，傳播漸廣，

大都。元成宗即位以後，對膽巴更是信任，成宗

逐漸進入嶺南地區。而藏傳佛教傳入嶺南地區，則

患病，膽巴為之禱疾，成宗病癒後對膽巴大加賞

歸功於另一位土番高僧膽巴。 膽巴，年幼時從西

賜，“解頸七寶牌為施，皇后亦解寶珠瓔珞施之”，

天竺高僧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旨。中

元成宗還分御前校尉十人為膽巴前導。皇慶二年

統年間（1260-1263年），得到國師八思巴的舉

（1313年），膽巴病卒，元仁宗追封他為“大覺

薦，以祈雨有功，得到忽必烈的重用。至元十八年

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9， 他在藏傳佛教中的影

（1281年），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參加佛教、道教

響力可以說僅次於帝師八思巴。膽巴在潮州雖然

兩教的大辯論，為佛教取得壓倒性勝利做出了重要

僅僅生活了三年時間，但是他在此建佛寺、塑佛

貢獻。但是世祖至元末年，膽巴弟子桑哥當政，膽

像，經營田產，推廣藏傳佛教，得到了忽必烈和

巴因與桑哥不合而請求西歸，世祖應允。至元二十

以月的迷失為代表的嶺南地方官員的支持，為藏

六年（1289年），桑哥又召膽巴還大都，將其貶往

傳佛教的傳播提供了政治基礎。藏傳佛教在嶺南地

潮州。膽巴於是毅然“引侍僧昔監藏，孑身乘驛，

區的發展並沒有隨著膽巴的北還和離世而減弱，反

即日南向，” 於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八月抵

而愈加興盛。

4

5

達潮州，居住在當時的開元寺。可見，膽巴將藏傳

1982年，楊鶴書撰文《廣東南華寺發現八思

佛教傳入嶺南，也並非出於本心，而是由於與權臣

巴字、藏文重要文物》，文中詳細介紹了廣州南

桑哥不合被貶嶺南的機緣。他被貶往潮州之後，居

華寺發現的元朝八思巴文宣紙書寫的兩份聖旨和

住在潮州的開元寺，傳授密宗咒術，他道行高深。

元朝藏文胡寺免差敕書以及漢人譯文，對發現的

名傳遠近地區，為當地民眾所信奉，使藏傳佛教在

聖旨以及法旨的內容進行解讀。楊鶴書認為，這份

這一地區得到廣泛接受。時任江西行樞密院副使的

法旨應該是頒佈於延祐四年（1317年），“八思巴

月的迷失此時正在潮州鎮守，史載月的迷失的妻子

字聖旨和藏文帝師法旨，是元朝最高統治者皇帝和

得了奇病，無良方可以醫治，“膽巴以所持數珠加

帝師，賜予南華寺和圓覺寺，保護其田地、財產和

其身，即愈。又嘗為月的迷失言異夢，及還朝期，

免除寺廟的賦稅、差役的詔旨。這些都反映了元代

後皆驗。” 因此，月的迷失對膽巴倍加推崇，對

寺廟的經濟狀況……元從世祖忽必烈統一全中國時

膽巴所進行的佛事活動也積極支持。

起，看來政治上受西藏喇嘛教及其政教合一制的影

6

有了以月的迷失為代表的地方官員的支持，藏

響頗大。” 10 藏傳佛教在元代一直處於統領天下釋

傳佛教在嶺南地區興盛起來。膽巴認為潮州乃是“大顛

教的地位，帝師的法旨類似皇帝聖旨。而南華寺作

韓子諭道之處” ，應該建立剎利生，建議在潮陽

為禪宗教派的佛寺，出現了帝師法旨，法旨內容公

城南淨樂寺故址建造佛寺。至元二十七年（1290

開保護寺廟財產，這說明了藏傳佛教的獨尊地位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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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他佛教教派受惠，同時亦可看出藏傳佛教在嶺

在耶律楚材、海雲印簡、劉敏中等人的引導之下，

南地區的影響之大。

元朝統治者採取相容並包的宗教政策，對藏傳佛教

除了這份延祐四年（1317年）頒佈的法旨外，

以外的佛教教派也予以支持。因此，在元代“雖然

亦有其他實物史料可以反映藏傳佛教在嶺南地區的

在藏傳佛教僧人中確實存在飛揚跋扈、仗勢欺人的

傳播狀況。今廣東新會縣的圭峰山上保存有元代的

現象，然而，從總體上看，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之

喇嘛石塔，這座喇嘛石塔被稱為圭峰山的“鎮山寶

間沒有發生嚴重的衝突。” 12 元世祖對於佛教的態

塔”，建造在今新會縣會城鎮圭峰山東南玉台寺舊

度是“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 13，但是，元朝統

址上。佛教寺院玉台寺始建於唐代，但其上石塔則

治者雖然有意抬高喇嘛教，也並沒有刻意打壓禪

是元代修建，塔身有七級相輪，上端有仰蓮、寶

宗。相反，禪宗等佛教教派也因藏傳佛教地位的

珠，是一座喇嘛塔，這座喇嘛塔，是元代藏傳佛教

提高而受惠。
早在成吉思汗時期，便十分推崇當時的禪宗臨

在嶺南地區發展的重要證據。
藏傳佛教雖然為元政府所崇奉，並將其立為國

濟宗海雲禪師，派人對其優禮問候。元世祖忽必烈

教，處於天下釋教的統領地位，並在政府和以月的

還在潛邸之時，也召見海雲禪師以了解中原佛教，

迷失為代表的地方官員的支援下在嶺南地區廣泛傳

海雲禪師還在貴由汗和蒙哥汗時兩度受命掌管佛教

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元一代，藏傳佛教在

事務。另有劉敏中，史書稱之為“僧子聰”，在法

嶺南地區的發展始終沒有超過禪宗，在元政府的“重

系上屬於印簡的再傳弟子，他也是忽必烈潛邸中

教輕禪”的政策之下，嶺南地區仍然保持了相對以禪

人，在元初的政治體制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為尊的格局。

這些僧人在引導元朝統治者接受禪宗、推動禪宗傳
播與發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於這些人的影響

二、禪宗在嶺南地區尊崇地位的保持

以及元朝統治者的支持，有元一代，禪宗仍然有進
一步發展。 嶺南地區作為禪宗的始興及發揚之地，

嶺南地區是佛教禪宗的發源地，據傳禪宗之始

雖有喇嘛教的傳入，仍然得到蒙元統治者的保護。

祖達摩來漢地傳教，便是從廣州登岸的。但是，使

以南華寺為例，作為嶺南重要的禪宗寺院，其

禪宗在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發揚光大並影響至深的是

對佛教在嶺南地區的發展有重要影響。蒙元統治者

六祖惠能。六祖惠能，貞觀年間生於廣東新興，

入主嶺南地區以後，對南華寺採取了一系列保護措

自幼喪父，山中砍柴為業。唐高宗龍朔元年（661

施，如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元廷賜南華寺

年），惠能開始出家求法，因其深具慧根而得到禪

《金書孔雀經》一部，延祐五年（1318年），又賜

宗五祖弘忍賞識，傳為禪宗六祖， 開創了禪宗頓

南華寺《護寺免差敕》，免去南華寺所有差役人員

悟之說，與禪宗北支神秀漸悟說相對，二人並稱“南

的吃食等項。 14 另一禪宗寺院光孝寺，是廣州年代

能北秀”。儀鳳年間（676-679年），六祖惠能前往

最古、規模最大的佛教名剎，廣州民諺有“未有羊

今廣州光孝寺開壇受戒，後又往曲江曹溪寶林寺也就

城，先有光孝”之說，曾是禪宗六祖惠能受戒之

是現在的南華寺講經，弘揚佛法，吸引了大批嶺南

地，也得到元朝統治者的保護，各朝都對其多加

信眾。因此，自唐代以來，嶺南地區所信仰的佛教

修繕、重建。比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張

便是以禪宗為主。入元以後，元朝的統治者為了籠

弘範、呂師夔進入廣州後，曾經入光孝寺瞻禮，並

絡西藏民眾，有意抬高藏傳佛教的地位，使藏傳佛

且派士兵對光孝寺進行保護，後來呂師夔還主持對

教在各地迅速發展起來。但由於漢地佛教在漢族民

光孝寺進行修繕。 15 廣州六榕寺與光孝寺齊名，俗

眾的生活中有重大的影響，元朝的統治者們並沒有

有“光孝以樹傳，淨慧（六榕寺別稱）以塔顯”之

因抬高藏傳佛教而刻意貶低其它佛教教派。相反，

稱，宋時蘇東坡遊覽至此，見寺內有六株老榕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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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欣然題書“六榕”二字，六榕之名遂得以流

之”。 20 大興龍普明禪寺建成之後，雄偉壯麗、

傳。其內六祖堂內供奉有六祖惠能銅像，乃是嶺南

規模宏大，雄冠嶺南，朝廷還命時任翰林學士的

地區另一禪宗寺院。寺內有千佛塔，元順帝至正十

虞集為此寺作記，虞集領命作《重修瓊山縣普明寺

八年（1358年），民間集資對廣州六榕寺千佛寶塔

記》，不惜筆墨，洋洋千餘字。 21 元文宗還下令置

進行重修，重修之後決定在六榕寺塔刻文紀念，其

普明營繕都司，秩正四品，置規運提點所，設官六

天盤第二層文曰：“時大元至正十八年戊戌歲，化

名進行管理，“己巳，撥隸隆祥總管府，庚午，改

到合郡官員，十方善男信女喜舍金銀銅鐵鉛錫，三

為營繕都司。仍舊秩正四品，以掌管造出納錢糧之

月初一己亥越初九丁未日，興工鑄造淨慧寺千佛寶

事”。 22 不僅如此，元政府還規定設置達魯花赤司

塔，銅盤天柱一新。” 16 由此可以看出，六榕寺頂

令大使、副使各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

千佛寶塔雖然由民間集資修建，但與地方官府的支

賜鈔萬錠，並且市永業地，壬申，又讓閩海僉憲阿

持是分不開的。元兵南下，始建於宋代的佛教寺院

剌護世來長營繕事。如此費盡心機，鄭重其事，一

圓通閣遭到兵禍。順帝至正四年（1344年），潮

方面與元文宗篤信佛教有關，另一方面，也是肯定

州路錄事司錄事林一清主持修建圓通閣、華嚴閣等

海南地區佛教的發展，順應當地民眾的需要，從而

禪宗寺院，參與修建工作的除了林一清外，還有潮

使海南人民順服於元王朝。

州“倅車、秋官、萬戶、元幕、亞幕、二守、二憲

除了以上幾個著名的禪宗寺院之外，有元一代，

時任海北廣東

官方和民間出貲也修建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寺院，茲

以及萬戶僚屬等地方政府官員。”

17

道肅政廉訪司經歷的迷失彌邇還受林一清之托，撰

列表統計如表一、二、三（第146-148頁）。

寫《圓通閣記》來記述此次對圓通閣修建的過程。

除了禪宗寺院的修建與保護之外，佛家經籍的

元代修建的另外一個大型的佛教禪宗建築就

刻印與編撰同時也是嶺南地區佛教發展的重要標

是大興龍普明禪寺。至治元年（1321年）五月，

誌。《壇經》又稱《六祖壇經》，是佛教禪宗典

元文宗圖帖睦爾以晉王身份被貶居海南瓊州，泰

籍，禪宗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中國佛教之中唯

定元年（1324年）被泰定帝從海南召回，致和元

一一部被稱為“經”的著作，全稱為《南宗頓教

年（1328年）泰定帝死，圖帖睦爾在天曆二年

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

（1329年）復位。早在圖帖睦爾被貶瓊州之初，

梵寺施法壇經》。其由六祖惠能口述，弟子法海

便建立觀音閣，復位之後，為紀念其龍飛之地，

輯錄而成，歷代多刪減節略。入元以後，僧人釋德

對他居住了長達三年之久的海南進行行政建制。例

異和釋宗寶二人都對壇經進行搜集整理，史載，釋

如，將瓊州路軍民安撫司改為乾甯軍民安撫司，並

得異因“《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

認為他能夠在海南蟄伏三年最終能夠龍飛，乃與佛

之旨”，他本人花了三十多年時間搜集《壇經》，

祖保佑有關，於是，在天曆二年（1329年）命人

最終找到《壇經》全文，並於“吳中休休禪庵”刊

在觀音閣的基礎上修建大興龍普明禪寺，並於第

印。66 又有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時任廣東

二年（1330年）正月“賜海南大興龍普明寺鈔萬

道宣慰使的雲從龍見到釋宗寶編有《六祖壇經》，

錠，市永業地”， 給予優厚的待遇。大興隆普明

於是“慨然命工鋟梓，顓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

禪寺工程十分浩大，甚至一度引起海南黎人暴動。

斷絕。” 67 可見，禪宗經典《壇經》重編與刊刻是

至順二年（1331年）十一月，隆翔司使晃忽兒不

得到嶺南地區官員大力支持的。

18

花上言：“海南所建大興龍普明寺，工費浩穰，

另外，嶺南地區也出現了一些佛教的禪宗高

但是，元文宗仍

僧，他們在嶺南地區當地官員的支援下積極傳教，

然沒有停止大興龍普明寺的修建，下詔讓“湖廣行

為禪宗在嶺南地區乃至江南地區的廣泛傳播做出了

省玥璐不花及宣慰、宣撫二司領其役，仍命廉訪司蒞

重要貢獻。臨高僧人佛功，“俗姓陳氏，臨高人，

黎人不勝其擾，以故為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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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元廣東修建寺庵

早年悟道，苦志修性，至元戊寅（1278年）常往西

便多次賜金及楮弊甚夥，未嘗私用，而將其留在普

塘結茅隱居，每以符水濟人有驗。至戊子（1288

明寺中，年五十跌坐而化，焚時有五色舍利。元末

年）春，所居忽雲霧環擁坐化，鄉人塑像，立大海

期又有東莞僧人湧東海，早年學佛於資福寺，志業

又有僧人清一叟，新安人，主持海光

精勤，曾遊學四方，參拜杭州徑山端禪師，被徑山

寺以後，參學吳越地區的徑山端禪師，“具通內外

端禪師留為書記。後在嘉興地區建寺，而來參禮者

典，留掌書記”，不久，杭州宣政院舉薦清一叟為

甚多，江浙行省丞相保捐鐵木兒夢其形貌，“遣人

韶之南華寺主持，清一叟便在南華寺宣揚佛法。

69

請至與論佛法，問答如響，機鋒飆起，丞相異之，

海南僧人月林，澄邁人，“自幼穎悟，入山苦行修

號為慈辨禪師，洪武三年無疾卒。” 71 這是嶺南地

習，主持普明寺，” 70 元文宗在海南瓊州潛邸之時

區的佛教僧人傳播禪宗的典型例子。

庵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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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元廣西所修寺庵

由上所述，不難看出，元代藏傳佛教在元廷政

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僅僅只有三年，

策的推動之下開始傳入嶺南地區，藏傳佛教在嶺南

其影響畢竟是有限的。而禪宗從唐朝中期開始發揚

地區的傳播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以及以月的迷失為

光大，到元代，已經過了六百多年的發展，其規模

代表的嶺南官員的支持，但是，元廷對嶺南地區比

和聲勢一時很難被其它教派所超越。另一方面，元

較盛行的禪宗還是採取扶持和保護的策略，有元一

王朝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為了將嶺南地區納入其

代，藏傳佛教在嶺南地區的發展勢頭始終沒能超過

統治之中，不得不利用在嶺南地區影響最大的禪宗

禪宗，在元政府有意無意的“重教輕禪” 72 的政策

為其統治服務。如果元王朝極力壓制禪宗的發展，

之下，禪宗在嶺南地區依然保持了歷代以來的尊崇

那麼便可能激發嶺南地區民眾的不滿，對鞏固元王

地位，並且得到了一大批地方官員的支持。這一方

朝統治不利。相反，蒙元的統治者很聰明地選擇了

面 是 由於作為後來傳入的藏傳佛教，雖然在嶺南地

鼓勵和保護禪宗發展的政策，給嶺南地區的民眾以

區有所發展，但以膽巴國師為代表的藏傳佛教傳播

宗教信仰自由，便會得到嶺南地區人民的擁護。畢

者在嶺南的時間並不長，從至元二十六年（1289

竟，嶺南地區普遍信仰禪宗，拉攏嶺南地區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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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元海南地區所建寺庵

教派，是元王朝帶有政治目的所做出的選擇。

為宣政院，“秩從一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
隸治之。遇吐蕃有事，則為分院往鎮，亦別有印。

三、元政府對嶺南地區佛教的管理

如大征伐，則會疏密府議。其用人則自為選，其選
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 73 以桑哥為宣政院使，

148

由於統治者對佛教的推崇以及佛事活動的繁

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多，元政府設置了一系列機構對佛教事務進行管

年），由於全國佛教事務較多，元世祖下令在地方

理。早在中統年間，元世祖就下詔設立釋教總統

設置宣政院的派出機構，稱為行宣政院，負責掌管

所，為了加強對地方佛教的管理，政府還在地方諸

地方佛教事務，而杭州行宣政院便是其中的一個分

路設立了總統所，如江淮諸路釋教總統所等。至元

支，主管江浙地區佛教事務，嶺南地區的佛教也歸

二十五年（1288年），元政府下詔將釋教總制院改

其管理，下文茲就杭州行宣政院對嶺南佛教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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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做一說明。

之後又罷總統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司等官
職，若僧人有訴訟之事，皆歸有司管理。 78 此令一

（一）杭州行宣政院

出，全國各地的僧官衙門一律停廢，僧人訴訟官司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廷下詔以僧亢吉

均歸各地地方官管理，自然嶺南地區也不例外。但

祥、加瓦以及楊璉真迦為江南總攝，掌管釋教。即

是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九月丁亥，又復立行宣

此時，南人地區的佛教事務歸這三名僧人主管，他

政院於杭州，設官八員進行管理。 79 此次復立的原

們上屬於中央總制院，下統屬原南宋故地的地方僧

因不明，但是從仁宗在位期間，任用鐵木迭兒為相

官機構僧錄司、僧正司等，其中以楊璉真迦掌權最

並總領宣政院事，而鐵木迭兒本人曾納江南諸寺的

重。楊璉真迦，乃是帝師弟子，與權臣桑哥交結，

賄賂，原江南釋教總管楊璉真迦之子暗普也擔任宣

他在江南職掌釋教時，挖掘了南宋皇室陵寢和大臣

政院要職，備受仁宗皇帝之寵信，元仁宗本人也極

塚墓，掠取財寶無數，一時群情激奮。至元二十八

其崇信佛教，延祐五年（1318年），甚至“以作佛

年（1291年），桑哥倒台，楊璉真迦亦隨之被定

事，釋重囚三人，輕囚五十三人。” 80 從這些我們

罪，五月，元廷在崔彧的建言之下，決定對要束木

或許可以管窺一些仁宗復立杭州行宣政院的原因，

等依附桑哥之人進行嚴懲，派遣脫脫、塔剌海、忽

那便是佛教勢力不可抑制的發展以及當權者對佛教

至元二

的崇信。到了泰定三年（1326年），也就是杭州行

十八年（1291年）九月丙午，元廷下詔設立行宣政

宣政院復立了八年之後，泰定帝又罷行宣政院及功

那麼依照桑哥和

德使司， 81 但不久又複置。文宗天曆元年（1328

楊璉真迦倒台以及行宣政院設立的時間順序，杭州

年）十一月，“御史台臣言：‘行宣政院、行都

行宣政院的設置很明顯與楊璉真迦在江浙等地區宗

水監宜罷’，從之。” 82 原因依然不明。至順二年

教權勢的被剝奪有關，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元廷

（1331年）二月，元文宗置十六道廣教總管府，以

決定用一個新的釋教機構來代替以前的總統所來為

掌僧尼之政。83 元順帝元統二年（1334年）甲寅，

其統治服務。

又廢除十六道廣教總管府，復置行宣政院。 84 《元

辛等人來江南追究楊璉真迦所盜用官物。
院，治所杭州，掌管江南佛教。

75

74

行宣政院，屬於從二品衙門，“官吏江南諸省

史•百官志》載：“元統二年正月，革罷廣教總管

地面僧寺功德詞訟等事，至元二十八年於建康西門

府一十六處，置行宣政院於杭州。除院使二員，同

賞心亭上開設，兮托托大卿為頭院使，三十年遷院

知二員，副使二員，同簽、院判各一員。首領官：

可見，行宣政院最初設立是在建康（今

經歷二員，都事、知事、照磨各一員，令史八人，

江蘇南京）。杭州飛來峰摩崖上又有至元二十九

譯史二人，宣使八人。”85 順帝后至元二年（1336

年（1292年）閏六月行宣政院使脫脫夫人造像題

年），因西番盜寇頻起，政府在西番也設立了行宣

又可見，行宣政院在建康設立不足一年之後

政院，並任命也先帖木兒為院使討伐西番。至正二

即遷至杭州，而脫脫乃是行宣政院的院使，嶺南地

年（1342年），元政府下令江浙行宣政院也即杭州

區各道錄事司也歸杭州行宣政院管轄。

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中書省理問官，秩四品，

杭州。”

名，

77

76

但是，作為宣政院分支機構的杭州行宣政院並

以理僧民之事。 86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

不是始終存在的，而是經歷了幾次廢罷。元武宗在

軍下杭州，杭州行宣政院隨官員遷到福州，遂稱

位時期，過度推崇藏傳佛教，以至於宣政院曾經宣

福州行宣政院。

旨凡是俗人指斥詬詈西番僧人者都處以酷刑，時為

那麼，總結杭州行宣政院的廢立時間，至元

太子的仁宗皇帝加以勸諫。至大四年（1311年）武

二十八年（1291年）到至大四年（1311年）存在

宗去世，仁宗即位，便下令禁止宣政院的一些違法

了20年，至大四年（1311年）到延祐五年（1318

行為，並於本年二月下詔罷黜江南行宣政院，半月

年）廢置了七年，延祐五年（1318年）到天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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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328年）存在十年，天曆二年（1328年）到

存在了四年之久。

元統二年（1334年）廢罷六年，元統二年（1334

也就是說，在江西廣東道和廣西兩海道廣教總

年 ） 到 至 正 二 十七年（136 7年）存在33年 。 統

管府存在的四年時間裡，關於它具體對嶺南地區的

計，掌管江南地區南人佛教事務的杭州行宣政院

佛教是如何管理的、持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 由於嶺

一共存在了63年。他的廢罷與複置都與元政府對

南地區史料的缺乏，我們無從得知。但是廣教總管

佛教的依仗或者打壓有關，也與佛教勢力的消長

府從至順二年（1331年）到元統二年（1334年），

有很大關係，元政府對於南人佛教的管理可謂是

僅僅存在了四年，而元朝對嶺南地區的統治從至元

費盡了心機。

十六年（1279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

在杭州行宣政院存在的63年裡，杭州行宣政

長達90年之久，可以說廣教總管府存在的四年對

院與嶺南地區佛教機構的事務聯繫，由於史料的

整個元代嶺南地區的佛教影響應該不大。而行宣政

匱乏而不能使我們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但《道光

院，又稱為江浙行宣政院，它所管轄的雖然是整個

廣東通志》中有一條史料記載說新安僧人清一叟，

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廣）的佛教，但駐所在

被吳越徑山端禪師所留，職掌書記，沒過多久，宣

杭州，和江西行省治所 在 龍興（今江西南昌）以及

南華寺

湖廣行省治所在鄂州（今湖北武昌）一樣，都呈現

位於韶關，中國佛教名寺之一，又是六祖惠能弘揚

了重北輕南的趨勢，其對佛教的管理也應該主要集

佛法的重要發源地。南華寺的主持可以由杭州宣政

中在朝廷較為重視的江浙地區。

政院便舉薦清一叟來充韶之南華寺主持。

87

院來舉薦，說明政府掌握著嶺南地區佛教寺院的管

結語

理權。同時，我們從杭州行宣政院的數廢數置中可
以看出，元政府對於嶺南地區乃至整個南人佛教勢
力都是持利用的態度的，杭州行宣政院不論是設立
還是廢罷，都與元政府利用宗教維護其統治有很大
的關係。

管理，我們可以看出，元政府在以藏傳佛教為尊的
同時，又鼓勵多種宗教的發展，同時，根據不同地
區的不同宗教發展狀況，因地制宜地採取不同的宗

（二）江西廣東道和廣西兩海道廣教總管府

教政策。嶺南地區禪宗發展較早，藏傳佛教傳入較

如前所述，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年），元政

晚且影響不大，元朝統治者便在嶺南地區鼓勵禪

府在全國設立十六道廣教總管府，代替行宣政院以
及地方僧錄司等對地方佛教進行管理，這十六道廣
教總管府分別為：京畿山后道、河東山右道、河南
荊北道、遼東山北道、兩淮江北道、浙西江東道、
湖北湖南道、浙東福建道、江西廣東道、廣西兩海
道、燕南諸路、山東諸路、陝西諸路、甘肅諸路、
四川諸路及雲南諸路。而廣東地區的佛教管理機構
則是江西廣東道廣教總管府，廣西和海南地區的佛
教管理機構則是廣西兩海道廣教總管府。
各個廣教總管府置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
事、判官，總管以僧人充任，其餘官員以俗官充
任，官員的選拔都由宣政院來決定。廣教總管府至
順二年（1331年）置，元統二年（1334年）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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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的發展，甚至被派南下的一些官員以及元世祖忽
必烈都積極地出貲鼓勵修建禪宗寺院，對禪宗經典
《六祖壇經》進行修補。有元一代，在政府有意
無意的“重教輕禪”政策之下，藏傳佛教在嶺南
地區的發展始終沒有超過禪宗，除了禪宗在嶺南
地區的發展歷史悠久的原因以外，也與元王朝的
政治目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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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達衛•海上生輝映躍濠江

文化傳承

海上生輝映躍濠江
薛達衛 *

摘 要 海派繪畫以其獨特的魅力，由晚清而降至現代，在中國畫的江山獨佔一角，
綻放異彩，影響了其時的中國畫風格乃至當現代的中國繪畫風格，是中國繪
畫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和里程碑。而海派繪畫特徵形成的基礎，完全是由於當
時社會經濟環境和結構的變遷，外來文化的滲入以及都市中儒商農工及普通
市民對繪畫文化需求改變而出現的。它從藝術繪畫的角度，展示了社會環境
的改變，對文化人文的一種衝擊。它在保留中取精萃，加以發揮，並融入時
代風貌。中國傳統繪畫的進步，和中華民族文化一樣，是在這樣的歷史長河
中一步一個留痕，融入社會的廣大層面並得以發揚、更上層樓。 了解海派繪
畫藝術的初期形成和初期發展，以及對後來的影響，或許會對澳門在當下世界
的轉型期中的角色和地位，也可帶來另一種思考和借鑒。
關鍵詞 海派繪畫；任熊；任頤；虛谷；趙子謙；蒲華；吳昌碩

上海是個魔都。

海派繪畫以其獨特的魅力，由晚清而降至現

自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上海（也涵蓋了附近

代，在中國畫的江山獨佔一角，綻放異彩，影響了

的江浙皖地區），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海派文化，

其時的中國畫風格乃至當現代的中國繪畫風格。而

包括飲食、藝術等等，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小窺

海派繪畫特徵形成的基礎，完全是由於當時社會環

的一股組合。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由北

境的變遷，外來文化的滲入及都市中儒商農工及普

京故宮博物院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的《海上生

通市民對繪畫文化需求改變而出現的。

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展》中，九十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列強入侵，衰敗的晚清政

件院藏海派作品，展示的就是海派文化中的繪畫

府，已無昔日的氣盛。在繪畫藝術領域，舊時的宮

奇軍。從藝術繪畫的角度，展示了社會環境的改

廷繪畫形式也日漸式微，數百年的“正統”文人繪

變，對文化人文的一種衝擊。或許，對澳門在當

畫被稱為犯上了“贋古之病”而失去昔日的活力。

下世界的轉型期中的角色和地位，也可帶來另一

而上海被開闢為對外商埠後，英、美、法諸列強劃

種思考和借鑒。

地設租界，自1853年英人率先在上海設立麥加利
銀行之後，外國的金融經濟、現代工業經濟如潮湧

* 薛達衛，自由撰稿人，澳門藝文評論交流協會會長，澳門書法篆刻
協會理事，澳門文化藝術發展協會理事，資深藝術導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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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漁村荻港的上海，一躍而成取代了蘇州、揚州
和廣州的商業經濟地位。在洋貨充斥之中，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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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文人趣味中被迫攪雜了香水和洋油味，難
以以傳統的表現手法表達自己逍遙淡泊孤芳自賞的
心境，而罝身社會之外。江浙一帶和原居上海的畫
家們，較之其他地區的畫家們，已在漸漸浸入商業
化的都市生活中。同時也吸引了各地特別是江浙一
帶以賣畫為生的職業畫家雲集而來。面對社會的巨
大變化，這批畫家們，在秉承了堅實的中國畫傳統
基礎上，使用了華麗和靈動的畫面、飽和與強烈的
色彩，再加上西方繪畫技巧，用泊來的香水和洋油
色澤，融開了傳統的中國畫色彩，適應了時代變革
抑或是說迎合了當時市民和商人追求的趣味。由此
而使這時期的畫家們，漸漸形成了有傳統基礎和西
方元素的獨特的海派繪畫風格和特色，並因應巿場
的需求，出現了海量的商品化中國畫。海派繪畫的
特點，除了上述特徵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
是詩書金石入畫，在新穎畫法之下，西法融會，傳
統不變。
講海派繪畫的代表人物，任熊應算是較早期
有影響力的衆人之一。任熊（1823-1857年，享
35歲），字渭長，號湘浦、不捨，浙江蕭山人。
受其父任椿影響，自幼喜畫，父卒後，隨私塾先
生學畫人像，後又遊走各地沽畫為生。期間，在
寧波文人姚燮家飽覽宋元明清名家佳品，畫技多
樣而猶受惠於晚明陳洪綬（1599-1652年，字章
候，號老蓮，浙江紹興人），得其銀勾鐵畫線條
精髓和文人精神。但任熊的作品風格清新活潑，
沒有使用傳統的古拙蜿蜒線條，而取簡潔明確來表
現所繪對象。他善人物精神狀態的描寫，工山水、
花卉、翎毛、走獸、蟲魚，色彩鮮艷華麗，佈局構
思奇巧，運筆轉折精微富色墨的變化。睹其逝世前
一年（1856年）成畫的《自畫像》（圖1），就把
那個時代文人的內心活動，鮮明地躍然紙上。往日
圖1•任熊：《任熊自畫像》，設色紙本，177.4×78.5cm，《海上生輝：故宮博
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49頁。

文人自畫像，或正襟危坐或品茗奏琴，甚或“獨釣
寒江雪”笠翁孤舟，乃至“小扣柴扉久不開”踏足
山徑。而這幅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紙本水墨設色立軸

文化和藝術品也挾帶而來，上海的商業化程度瞬間

（177.4×78.5cm），任熊承陳老蓮高古人物畫

高漲的同時，儒商農工的欣賞興趣和能力，也隨之

的風格卻又納民間人物畫像的誇張變形手法。作品

改變。使得以“硯田為生”的傳統文人或畫家們，

以赭色淡墨渲染膚色，衣紋線條剛勁鐵缐勾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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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山水人物，花鳥魚蟲，歷史傳說等等，甚至跳出了
傳統的文人風格和筆法。《姚燮詩意圖》（圖2）冊
頁（1851年），就是任熊根據姚夑的詩意，趣味創
作而成，任熊自題“大梅山民詩中畫”。全套冊
頁共十冊，每冊十二開。全套作品色彩極之灧麗
華貴，生機盎然。在其中“若木流霞耀舄裙”一頁
中，任熊寫山石，金線勾形青綠填色，卻又放棄了

圖2•任熊：《姚燮詩意圖》第十二開“若木流霞耀舃裙”，設色絹
本，27.3×32.8cm，1851年，《海上生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156頁。

勢軒昂以寬袍袒露右肩，目光凝重瞪視雙唇密合，
雙手交疊於腹又恰於褲紋之頂端似杖劍持棍。他本
是“其人短小精悍，眉目間有英氣”（同時期的海
派畫家周閒所言）的矮小身材，卻被他自畫成了氣
勢非凡的江湖好漢。其實此時的任熊，正是用其手
中之筆，曲折地描繪了時代變遷中知識人仕的茫然
不安和矛盾憤懣，內心深處的前途何在之意瀉出畫
外。畫面線條硬昂眼神凝重，似有所思卻又視而無
物。畫中長題道出了所以然：“莽乾坤，眼前何
物？翻笑側身長繫，覺甚事，紛紛攀倚？此則談何
容易？試說豪華，金、張、許、史，到如今能幾？
還可惜，鏡換青娥，塵掩白頭，一樣奔馳無計。更
誤人，可憐青史，一字何曾輕記！公子憑虛，先生
希（稀）有，總難為知己。且放歌起舞，當途慢慢
頹氣。算少年，原非是想，聊寫古來陳例，誰是愚
蒙？誰為賢哲！我也全無意。但恍然一瞬，茫茫淼
無涯矣！右調‘十二時’，渭長任熊倚聲。”畫面鈐
印“任熊之印”（白文正方）、“湘浦詩畫”（朱文
正方）。
在海派繪畫風格形成的初期，受追捧的色彩豐
富內容趣味，令畫面雅俗共賞形式，也是任熊作品
要表達的重點。只要有人受落，他的繪畫內容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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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任頤：《丹桂五枝芳圖》，設色紙本，181.5×95.1cm，1877年，《海
上生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
年，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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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山石皴法，以洋紅夾滕黃活脫脫讓半個太陽
躍出界線而成的水面。放眼遠觀，直情如現代版的
粉彩風景畫。同冊頁中的“披頭女孛騎淫虹”中的
彩虹作法也是如出一轍。
任熊與其胞弟任薰（字舜琴，又字阜長）及任
頤（字伯年）任預（字立凡）時稱“清末四任”，
又與張熊（字子祥）朱熊（字吉甫）合稱為“晚清
四任之中，任頤最為活躍，成就也最為突出。
任頤（1840-1895年）字伯年。浙江紹興人，
久居上海。任氏自幼在其父的影響下，擅長人物肖
像畫。又隨任熊、任薫習畫賣晝，師法陳洪綬、蕭
雲從、費曉樓等，更汲惲壽平沒骨，陳淳、徐渭、
朱耷的寫意，還吸收了西畫的速寫、設色諸法，寫
山水、花鳥用筆簡略肆意，設色明淨雅淡，寫人物
傳神賦形，簡逸靈動。隨著上海都市社會的變革，
其題材的選擇，多有時人喜聞樂見的畫面、色彩出
現。但仍不失細工營造，精心佈色。在這次的展覽
中，任頤（伯年）有三幅畫，被依序陣列在一起：
《丹桂五枝芳圖》（圖3）、《干莫煉劍圖》（圖
4）、《風塵三俠圖》（圖5）。在這三幅圖前我
駐足數天，細讀其在傳統的技法之中如何發揮自
己的個人風格。突然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任氏
一如既往的海派風格，內容吉祥好兆，敷色豐富多
彩，三幅畫中人物的頭巾，俱敷了青藍一色。在鮮
麗的畫面顏色之中，格外亮眼，且都是在畫面的中
線部位。不知是策展人的故意還是巧合，三幅畫並
排而掛青藍成一缐，非在展場就難以找出如此奇趣
效果了。成畫於1887年的一幅《高邕像》（圖6）
（129.4×48 cm），堪稱任頤人物畫中的精品。
畫面中高邕裸足笀鞋杖瘦竹一枝，臉部結構描寫細
膩，雙眼凝視似有所思，衣紋缐條肆意揮寫，豪放
又不失轉折頓挫。精到之處在於身前一竹藍，紙硯
筆墨書卷俱全，將高邕賣畫為生的生活狀態，嘻哈
再現。此畫任頤無落款鈐印，祗有虛谷（朱懷仁）
題款及鈐白文正方“虛谷”。根據虛谷落款“光緒
十三年丁亥”，推定此畫作於1887年。從十九世紀
六十年代開始，任頤已在當時的經濟繁榮城市寧波

圖4•任頤：《干莫煉劍圖》，設色紙本，150.5×40.7cm，1879年，《海上生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54頁。

三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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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畫，直至1868年去上海。由於吸食煙土的習慣，
他經常出入煙館茶肆。這樣的生活方式，使他對三
教九流人物和城市平民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如此而
來，他的人物作品更貼近用白描手法寫像傳意。再
加上與任薰（1835-1893年，字舜琴，又字阜長，
任熊之弟）交往中受其影響，線條勾勒十分貼近被
畫對象的真實生活，對人物的特徵和形象描繪時，
往往工筆寫意兼具，自由憾暢而非僅僅是講究傳統
人物畫的程式。因此而有脫離傳統之嫌，而被傳統
文人畫家指不是。說他是“超脫有餘”，而“古拙
樸厚不足”。但正是因他的人物“超脫”於傳統而
更接近於市民眼中的真實感覺，沒有太多對傳統筆
墨追求的一般民眾卻十分喜愛，而大受肯定，生意
頗好。任頤大量的作品在傳統筆墨技法中，揉合了
他後來特意學習的西洋畫素描技法，注重色彩塊面
的明快亮麗，這在中國畫邁向現代化進程中起了很
了不起的影響，帶動了當時上海商品畫壇趨勢。
任頤另一寫於1877年的作品《丹桂五枝芳圖》
（181.5×95.1cm），就體現了海派商品畫的其中
一個特徵。內容取意於後周竇燕山教子有方，五個
兒子學而優則仕，俱登科。此畫用沒骨寫桂樹數
枝，人物六人。其中一為長者而另五個應是他的
五個兒子。任頣寫人物傳神的高超技法，在畫中
發揮淋灕至極令人驚嘆：畫中六人的表情姿態，各
有不同卻視點鮮明。最小幼兒，雙眼有神望着長者
飄逸的鬍鬚，似要伸手抓揪，其餘二人，則觀望着
大哥哥在教導懷中小弟，捉筆習畫。畫中人的衣紋
釘頭鼠尾描繪，質感強烈。此畫當屬是人物畫中的
典型了。這種寓意上進的歷史故事內容雅俗共賞，
深受當時買畫人的喜愛。這就是海派商品畫的其中
一大特色。
無可否認的是，任頤如此的藝術風格，卻在當
圖5•任頤：《風塵三俠圖》，設色紙本，148.5×66
cm，1878年，《海上生
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
第57頁。

時為傳統的“文人文化”所不屑，認為他和其它順
應流行趣味的商品畫家離開了中國畫的傳統，失卻
了“正宗”筆墨趣味。甚至由此而在一段時期內，
視“海派畫家”為一貶義稱呼。然而，正是這樣一
些順應時代變化而作的改變，一直影響到現代的中
國繪畫，成為了近代中國畫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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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頤於1895年12月19日病逝上海。他的好
友，海派畫家朱懷仁（字虛谷）所作輓聯，可以
說是十分貼切的評價：“筆無常法，別出新機，君
藝稱極也；天奪斯人，誰能繼起，吾道其衰手。”
當時的海派畫家人數頗多，據稱達數百人。虛
谷可謂是其中頗有自我性格的一人。我常拿他的行
為、畫作與八大山人（朱耷）相比較。
虛谷（1823-1896年），俗姓朱，名懷仁，
僧名虛白，字虛谷，又號紫陽山民、倦鶴，安微
新安（今歙縣）人。虛谷堪稱當時海上都市裡的一
股清流，有“晚清畫苑第一家”之美譽。他上承宋
元，習界畫，善寫花卉山水，禽鳥小獸，尤善金魚
松鼠。又善詩、書。作畫常用乾筆偏鋒側逆而上，
敷色清雅冷峭平中求奇。他和任伯年、吳昌碩，蒲
華並稱“海上四傑”，卻又不失自己獨特的趣味風
格。相對任、吳二人，其性情孤寂淡然，以書畫自
娛。這似乎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他曾經是清軍的
參將，又因不願與太平軍相打仗而出家為僧，雖為
僧人，卻又不茹素，不禮佛。或者正是他在那段時
間修禪悟道的經歷，讓他在當時商業化的上海都
市，在世俗化的外部環境中，超然而決不濫觴，始
終以文人氣質支撐着自己的藝術生命。他雖以字畫
自娛，但也需沽畫為經濟來源。因而常用升官、長
壽、富貴作為畫面內容，滿足商人和普羅大眾的需
求。曾自謂“天生寒骨任周旋，滿紙梅花豈偶然。
閒時寫出三千幅，行乞人間作飯錢。”此次北京故
宮博物院拿來澳門的展品中有一設色紙本條屏《綠
竹松鼠圖》（圖7）（1886年作，155×44cm）
，畫面匠心獨具，雙勾填淺綠寫出竹枝縱橫交錯頂
天立地，竹葉繁茂。以乾筆淡墨勾出松鼠的形，破
筆梳毛淡墨渲染，四隻鮮活靈動毛質松茸的松鼠，
生趣盎然躍然紙上。在他的作品中，小動物雋雅鮮
活地常常佔據了畫面的甚大部份，突出了他構圖的
別具一格，匠心營造。在眾多的海派畫家中虛谷始

圖6•任頤：《高邕像》，設色紙本，129.4×48cm，1887年，《海上生輝：
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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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以他的用墨孤清冷峭，敷色雅靜靈動的獨特風
格，為後人之膜拜，堪稱巨匠而無愧。寫金魚，也
是他的拿手傑作。作品《紫藤金魚》（圖8）(設色
紙本立軸，135×66cm)，鈐印：“虛谷”（朱文
正方）。畫中金魚三條，魚身以方寫圓，短尾靈

圖7•虛谷：《花鳥屏——綠竹松鼠圖》，設色紙本，155×44cm，1886年，《海上生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158頁。

動拙巧取趣，又以側鋒寫葉中鋒勾脈，濕筆淡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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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盛放的花朵，紫藤垂勢而下筆斷氣連，意趣直衝
畫外。整個畫面是他淡雅冷艷的一貫風格。在他存
世不多的紫藤金魚畫作中均以“紫授金章”為題，
取《漢書》“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授”一
句，寓意吉祥討巧。他寫金魚點睛手法獨特，已成
為現代專家鑒定其畫作真偽的關鍵一環。他寫菊
花，其葉虛實濃淡墨色渲韻，堪稱水墨一絕。
海派畫家的傳統基礎和西方技法的揉合應用，
似乎是在這一動蕩時期衍生了新的中國畫語言。
譬如海派後期的領軍人物吳昌碩，也是在歷
史潮流的變革中，以中國筆墨為基石，應勢而動
大膽創新。
吳昌碩（1844-1927年），原名俊，又名俊
卿，字倉石，又改倉碩、蒼石，作品多署缶廬、老
缶、缶道人、破荷、苦鐵、大聾等。浙江安吉人。
出身詩書人家，自述“予少好一篆刻，自少至老，
與印不一日離，稍知其源流正變”（吳昌碩：《西
泠印社記》）。然少年時因逢戰亂而顛沛流離家破
人亡。人到中年生活略安定，即以金石會友，以詩
書印刻而遊歷於江浙一帶。與吳大瀓、吳雲、潘祖
蔭、鄭孝胥、沈增植等人的交往暢談詩書畫印，使
他領略了文人氣息的高雅淵潔並為他日後繪畫中的
傳統山水花鳥刻下烙印。而在此期間他的《篆雲軒
印存》，受到晚清經學大家俞樾的高度評價，但此
時的畫藝並不成熟。直至1883年，四十歲的他經
高邕書薦推介，與任伯年相識，任頤見其金石篆書
俱佳，囑其試以筆法作畫。任頤以其老到的書畫經
驗，慧眼識珠，直言吳昌碩日後必成大器。受到任
伯年的指點，吳昌碩開始以書法金石入畫，漸以成
名。吳昌碩深悟書畫同源的涵義，以自己在書法金
石上的經驗技巧，融合到繪畫中去：“我生平得力
之處在於能以作書之法作畫”，“時以作篆之筆，

海上生輝映躍濠江•薛達衛

圖8•虛谷：《紫藤金魚》，設色紙本，135×66cm，《海上生輝：故宮博物院
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93頁。

橫塗直抹，醜態畢露。人謂似孟皋、似白陽、似清
湘僧，予姑應之曰：特健藥而已，奚畫為？”在此
次展覽中，有一幅《紅梅圖》（圖9）（設色紙本
立軸，1923年寫），就見其書法入畫的顯著特點：
墨氣脫手推碑，蝌蚪老苔隸枝。他寫梅常有奇石作

圖9•吳昌碩：《紅梅》，設色紙本，197.3×33.8cm，1923年，《海上生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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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作畫，不拘於形而重物象之神勢，將金
石的筆韻運刀章法，融入畫面之中，形成他自己的
獨有畫風。猶創風氣之先善用西洋紅色，因而色澤
更顯鮮豔，而這一創舉，對今日的中國畫用色方
面，影響極為巨大。他十分注重詩書畫印的意趣
位置。在另一幅寫於1917年的《牡丹》（圖10）
（設色紙本立軸，153×82cm）中，由右上而左
下斜對佈局，石虛花重結構穩定。以篆書作枝點
染作花，洋紅、藤黃敷花色，奪人眼球。花青、
赭石寫葉時，間以墨色，令畫面更具活潑感覺。
這種在傳統的筆、墨、紙、色中的演變，極大的
撼動了其後時代的中國畫壇，影響至今。畫面左上
角題跋：“跛足一翁出無車，身閒乃畫富貴花。燕
支用盡少錢買，呼婢乞向鄰家娃。丁已十有一月吳
昌碩，時年七十四。”內容有趣調侃。鈐“吳俊之
印”（白文正方），“吳昌石”（朱文正方）。右
下角則再補“雄甲辰”（朱文正方）。這是他的晚
年之作，風格成熟。
海派繪畫的出現，因應了社會的變化、市場的
需求。從文人雅士的精神往來，成為了大眾藝術，
為中國畫作品開闢了一個巨大的商業市場。而西洋
畫顏料的引入，由大師吳昌碩為先，更讓海派繪畫
在視覺感官上飽滿一新。使生活在都市霓虹燈下的
市民百姓，大為讚嘆欲得之而快。“舊時王謝堂前
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作為海派畫家的另一位前驅人物趙之謙，也是
在金石書印上，很有建樹，並以金石書法而融於繪
圖10•吳昌碩：《牡丹》，設色紙本，153×82cm，1917年，《海上生輝：故宮
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102頁。

畫的。他的繪畫，影響了甚多的海派畫家乃至北方
的齊白石、陳師曾等大家。
趙之謙（1829-1884年），字撝叔，益甫，

164

伴，認為“石得梅而益奇，梅得石而愈清”。這幅

號悲庵、冷君、憨寮。浙江會稽（今紹興）人。

《紅梅》（197.3×33.8cm），以淡墨淡色作石，

歷史上對他的評價，往往是從書法始，而及篆刻再

以篆書枯筆作枝幹，蒼老遒勁恣意老辣，艷濃色彩點

及繪畫。其實，他的繪畫，是有非常豐富內涵也非

染花形，墨寫花芯金石作托，疊現力透紙背的渾厚筆

常耐看的。中國繪畫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正

力。落款“花明晚霞烘，幹老生鐵鑄。歲寒（有）同

處於所謂“宮廷畫派”進行變革的時期。而趙之謙

心，空山赤松樹。癸亥春八十老人吳昌碩”，鈐“吳

此時正是在京城“屢試皆黜”客居十年，轉而仕居

俊之印”（白文正方）、“吳昌石”（朱文竪長

江西，輾轉江西各處為知縣。他歷經清朝道光、咸

方）、“雄甲辰”（朱文正方）。

豐、同治、光緒四個朝代，飽嘗命運之坎坷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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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自幼便善書畫之技，年長即飽覽各家真跡。繪
畫上得徐渭、陳淳、石濤及揚州畫人華嵒、李蟬、
羅聘等諸大家的精髓。因此，在自己繪畫時，融入
治印、書法的體驗，草、隸、篆肆意淋灕入畫，揮
寫而成。其作於1872年的一幅《墨松圖》（圖11）
（水墨紙本，176.5×96.5cm）即是一例。畫中題
法，意在郭熙、馬遠之間。同治十一年七月，梅

圖11•趙之謙：《墨松圖》，水墨紙本，176.5×96.5cm，1872年，《海上生
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
第137頁。

圖12•趙之謙：《鍾馗圖》（局部），紙本設色，100.3×23cm，1870年，《海上生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44頁。

款：“以篆隸書法畫松，古人多有之，茲更間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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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仁兄大人屬。趙之謙。”此畫水墨寫意，行書
題款。金石法寫松幹渾圓潑辣通天地而立，將畫面
直劈為三，眼球衝擊欲爆裂。用篆隸淡墨寫出樹幹
鱗皮滋潤渾厚，用草書寫松針濃淡相交層次多變。
雖然主幹巨大佔據畫面大部，但墨色的豐富多變，
筆墨清楚，有起首有收筆，活脫脫趙之謙法貼之一
捺。鈐“趙之謙印”(朱文正方)。這幅墨松圖構圖
氣勢宏大豪放，筆法肆意靈動雄健遒勁，他的“金
石畫風”顯露無遺，堪稱趙之謙金石書法入畫的
代表作了。百餘年之後再觀仍是睹之不忍捨去。
趙之謙閱大家名畫臨寫不少，畫風甚廣，但對
惲壽平一路的沒骨畫法極是鍾情，又揉合楊州畫派
的寫意畫法，留下了不少沒骨佳作。他對沒骨法
有如此見解：“凡畫沒骨者，必事先勾勒，所為
繩墨彀率也。近數十年，畫家務趨便宜，遂令貴
耳賤目者，見勾勒本必指為俗工，甚異事也”。
觀1870年，趙之謙作一《鍾馗圖》（圖12）（設
色紙本立軸，100.3×23cm）。此畫可稱為書詩
印畫的完美結合。作者以細筆細線勾勒鍾馗的皺
紋、鬚眉，淡墨赭石敷臉色，衣衫用沒骨寫就，
染色濃淡顯示人體結構，著寬袍又縮頸躬背，矮
胖圓潤顯得誇張滑稽。狹長的畫面，作者在右上
題跋，語帶雙關地道出作畫技法，也自嘲了自己
賣畫討生活的無奈感觸：“廿年賣畫求生活，畫
得鍾葵（馗）都沒骨，問我何為畫此乎，唯唯否
否將糊塗。年年五月五，近近遠遠，家家戶戶，鍾
葵（馗）無數。志在趨時，萬不宜摹古。標題猥鄙
宗語錄，朝夕拜觀當人譜。此幅乃居杭州作。同治
九年歲庚午。”鈴印：“生後康定四日”（白文正
方）、“趙”（朱文正方）、“定光佛再世墮落娑
媻世界凡夫”（朱文正方）。在趙之謙的畫而論，
寫意花卉最為人稱道。他多以沒骨法處理枝葉，再
以勁遒書法作勾勒，而且他以金石佈局嵌入畫面，
使構圖飽滿嚴謹，色彩也是豐富華麗。從1871年作
設色紙本花卉條屏可見一斑，《紫藤》（圖13）
（176.9×45.6cm），取法沒骨作藤，嫩枝下垂飄
逸如行草書，勢衝畫外。粉色作花間以鮮艷萱花，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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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趙之謙：《花卉條屏——紫藤》，紙本設色，176.9×45.6cm，1871年，《海上生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138頁。

令畫面毫無臃腫堵塞之感。主幹右面一小枝，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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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突的歷史特徵。他是上海畫家群落中，最早大膽
摻用西洋艷麗色彩的人之一。
在清末民初眾多的海派畫家中，程璋是一位另
類風格的畫家。
程璋（1869-1938年），原名德璋，號瑤笙。
安徽新安（歙縣）人，後寓居上海。13歲隨父在常
州典當行作事，其性喜習畫，餘睱常拿所購之範本
畫冊臨寫。東家惜其丹青天份，遂出資讓程璋拜當
地畫家湯世澍為師習畫，畫藝大進。並用父親遺產
千餘元，悉數購買日本畫冊，悉心研究。後在常
州京滬諸地的學校執教鞭，吳湖帆、江小鶼、葉
聖陶、顧頡剛、鄭逸梅等出自其門下。晚年寓居
上海，賣畫自娛自給。他集傳統的揚州畫派為基
石，強烈地揉合西洋畫風格和技法，把中國畫的
傳承和對西方藝術的吸收，完美地運用在一起，
大步跨越了晚清傳統文人的柵欄，為海派繪畫進入
現代風格，作出很大的表率作用。程璋被後人稱為
全能畫家，花卉翎毛、草蟲走獸、山水人物俱佳。
曾被友人許超謂“其畫山水也，層巒疊嶂，氣象萬
千；其畫仕女也，紙上真真，呼之欲出；其畫花卉
也，生香活色，妙造自然；其畫動物也，無不畢肖
其狀。技至此，可謂神矣。”他的作品更多地接近
於當下的現代中國畫。從這次北京古宮博物院拿來
澳門展出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細細享受程璋作品
中的時代風尚氣息。作於1819年的《月季雙禽圖》
(圖14)（設色紙本立軸，140.9×80cm），以沒骨
法寫老幹二枝，赭石深淡作轉折紋理，青綠敷葉卻
圖14•程璋：《月季雙禽圖》，紙本設色，140.9×80cm，1919年，《海上生
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
第181頁。

又以墨相染，花朵添以洋紅粉白。全幅構圖上下
二截立體感強烈，而枝枒穿插靈活灑脫，用色十
分艷麗鮮靈，用工筆細描白頭翁鳥，站於畫面中

而萱花與紫藤花大小疏密相間，設色對比強烈，書

線右側，西洋風格濃郁。程璋對細部描寫十分重

法篆籀寫葉脈，使向背曲折活顯活現。整個畫面十

視，花托之嫩葉開合亦都細細勾寫令人精神。而他

分豐滿，層次感強烈又酣暢淋漓，真正是繁而不亂

自己對此畫也十分滿意，題款道來：“朵朵精神

滿而不塞，儒商工農雅俗共賞。鈐“趙之謙”（白

葉葉柔，雨晴香拂醉人頭。石家錦障依然在，閒

文方印）。

倚狂風夜不休。乙未暮春擬徐崇嗣法，新安瑤笙

趙之謙於海派畫家而言，說他是前期的奠基人

程璋寫於滬上寓齊。”鈐印：“新安程璋之印”

毫不為過。他的賣畫生涯，兼以變革年代的背景，

（白文方印）、“瑤笙”（朱文方印）。再看

形成了他的風格。而這風格也正是中國繪畫向現代

1930年作《雙貓窺魚圖》（圖15）（設色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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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程璋：《雙貓窺魚圖》，紙本設色，148×80cm，1930年，《海上生
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
第178頁。

立 軸 ， 1 4 8 × 8 0 c m ） 。 程 璋 寫 畫 ， 精 到 之 處就
在於在沒骨法的基礎上，揉合外洋畫派的寫生之
技和透視法，用色與墨的深淺，將對象的向背陰
陽立體感表現出來。圖中群魚用流暢細筆將魚鱗片

圖16•程璋：《松猿圖》，紙本設色，110.2×50cm，1926年，《海上生輝：故
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182頁。

片寫就，背腹的色澤漸進質感突現，而右下角用西

168

畫“高光”手法表達遠近，濃墨拉出樹幹數枝，全

了秋之艷美。如斯如畫豈能不為人所歡喜？！而

畫面的立體感真欲讓人觸之摸之為快意。枯枝敗葉

程璋的畫中詩句，也是歷來為人稱道的。此畫題

明白寫的是秋，卻讓人未感秋之蕭瑟，反而領略

曰：“花前撲蝶還，水際窺魚戲，卻嗤彈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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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拙依人計。庚午上已瑤笙程璋。”鈐印“程璋之
印”(白文長方印)、“瑤笙”（朱文方印）。而他
另一幅《松猿圖》（圖16）（1926年，設色紙本立
軸，110.2×50cm），工寫兼有且韻味十足，而且
用色也是十分典雅貼切。畫中的兩隻猿猴，毛色層
次分明，造型凖確靈動，色澤的變化表現了猿猴手
足肌肉的力量。猿猴雙眼炯炯有神地窺視著松幹上
的山石小草，令畫面充實飽和。獨獨留出右上角一
席位置，讓自己填款留印：“得似故鄉風物否？松
濤雲影山猿聲。丙寅冬成範先生雅屬即請正之。瑤
笙程璋。”畫鈐“程璋之印”(白文長方)、“瑤笙
長壽”(朱文正方)。
程璋的畫面，色彩繽紛亮麗，內容豐富多樣。
傳統中吸取新的技法營養，使觀者心悅。而他所表
現的對象，造型準確靈動，質感十分強烈，雅俗
共賞受落者眾。正是海派畫家們所追求的目標。
時至今日，我們踏足海上畫壇，此風興盛正茂，
影響深遠。
其實，當年的海派畫家們，都是在摸索中前
行，中西摻和，以西潤中。例如吳慶雲（18451916年）的一幅《秋山圖》，也可見其傳統功底渾
厚，拿取米襄陽的山水空濛之技法，又摻入水彩畫
的手法，色彩明快不失國畫韻味。
清末民初“四任“之一的任薰，也是海派早期
的佼佼者，卻只是被他兄長任熊及後來名聲大噪
的任伯年所掩，地位未見顯突，但他對“海派”
及“海派”及之後的繪畫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
作用。
任薰（1835-1893年），字舜琴，又字阜長，
浙江蕭山人。少年時隨兄任熊習畫，並在寧波賣畫
討生活，後遊走於蘇州、上海，病逝於蘇州。因應
賣畫對象眾廣，要求各不相同，任薰作畫山水人
物、花卉翎毛、無所不盡其全力。他既有傳統諸如
陳洪綬的筆法，又在畫中利用西方繪畫的技巧，使
得畫面妙趣盎然。任預、任伯年也都受惠於他。任
薰早年時用筆設色秀麗勁挺，細膩而又華麗，到晚
年時行草行走，氣勢大漲，且佈局、用色別開生

圖17• 任薰：《天女散花》（局部），絹本設色，161×40.7cm，《海上生輝：故宮博物院藏海派繪畫精品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9年，第60頁。

一小鳥。橫Y的松幹和猿猴佔據的位置，再有虛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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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別具匠心。創下海派之先河。這次故宮博物

法中的傳承創新之外，還創造了許多新穎的構圖方

院拿來澳門展出的任薰作品不多，其中一幅《天女

式。是中國繪畫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和里程碑。但也

散花圖》（圖17）(161×40.7cm) 十分之養眼。

如同任何一種新生事物的出現初期不被人認同一

這幅設色絹本立軸，流暢用筆令髪 線衣袂禦風飄

樣，“海派畫家”這個詞語最早出現時，充滿輕蔑

逸，上下雲彩翻捲夾帶粉色花朵灑落，使畫面動感

貶意，毫無認同之感。被傳統畫家斥為畫法不依規

十足，裙與佩帶敷色以淡墨青綠霞紅相間，華麗中

距，色彩沒有依據等等。但金錢始終是一種無法抗

不失雅緻，毫無柔媚艷俗之氣。此畫落款“阜長”，

拒的力量，傳統和市場的對決中，市場經濟決定了

鈐“任薰印”（白文正方）。這種取材於佛教題材

大趨勢的發展。

(《維摩詰經》) 的作品，十分受當時各階層人士的
喜愛，可謂是“雅俗共賞”的上品了。

170

“海派畫家”並非是完全去“傳統化”，而是
在保留中取精萃，加以發揮，並融入時代風貌。中

由此可見，海派繪畫呈現的是一個不同前朝歷

國傳統繪畫的進步，和中華民族文化一樣，就是在

代中國畫的新局面，或稱之為新畫風也未嘗不可。

這樣的歷史長河中一步一個留痕，融入社會的廣大

因為他們除了在前述讀畫中認知的用色、題材、畫

層面並得以發揚、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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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音悠揚七百年
——嶺南古琴流派在新會的發展與傳承
黃柏軍 * 張東梅 **

摘 要 嶺南古琴藝術是南宋小朝廷在新會崖山覆亡之後傳入嶺南民間的文化瑰寶，
是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產物。新會是嶺南古琴派的發源
地，明代大儒陳白沙整理南宋宮廷琴譜《古岡遺譜》，以後清、民國，歷朝
歷代均湧現傑出古琴學家，新會琴人對嶺南古琴的發展和傳播貢獻至偉。改
革開放以來，江門、新會更是重視嶺南古琴藝術的傳承和發展，整理出版《嶺
南古琴》、成立江門古琴研究會、令更多年輕人投身研究、整理、保護嶺南古
琴的行列，嶺南古琴得以清音悠揚、薪火相傳。
關鍵詞 崖山之戰；陳白沙；《古岡遺譜》；《悟雪山房琴譜》；嶺南古琴

在一般人的眼中，中國文化所包括琴棋書畫中

一 、嶺南古琴 源起新會

的“琴”，乃屬文人雅士的歡愉之舉，似乎與民間
普羅大衆關係不大。你可能不知道，在廣府地區，

在南宋以前，作為 偏僻閉塞的嶺南，文化落

自從南宋之後，位處南海之濱的廣東新會就衍生出

後、少聞琴音。琴音在嶺南的傳播，是南宋滅亡之

著名的“嶺南古琴”流派。嶺南古琴流派上承中原

後。嶺南古琴流派在嶺南的出現，源於南宋小朝廷

古琴流派的風韵，下開嶺南琴音之先河，在其七百

在廣東新會崖山的短暫駐蹕。

多年的發展史上，有著名音樂大家、有代代傳承、

話說南宋末年，元主忽必烈揮兵入侵中原，南

有理論依據，有琴人琴事，更有手抄琴譜，它的出

宋小朝廷被迫從臨安（即今杭州）南遷至廣東新會

現令嶺南音樂史乃至嶺南文化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

崖山，南宋末代小皇帝趙昺改號祥興，繼續在海島

亮麗和傳奇。

上練兵屯糧，希望恢復國運。1279年2月，張弘
範、李恒率領的大批元兵追至新會崖山，南宋軍
民與元軍在崖門海展開殊死較量。 1 一番較量，南

* 黃柏軍，廣東省華僑歷史學會常務理事、江門市華僑歷史學會副會
長兼秘書長、《五邑僑史》雜誌主編。
** 張冬梅，廣東省江門市五邑圖書館地方文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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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戰敗，元兵獲勝，之後的歷史事實就是一幕幕捨
生取義、正氣凜然的悲壯和慨嘆。
眼見戰事慘敗形勢危急，南宋愛國丞相陸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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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背年僅七歲的宋少帝趙昺在崖門奇石上投海殉

經過史學家考證，由於宋室的南遷，也把中原

國；國母楊太后為 保存民族氣節，也投海自盡；

文化帶來廣東，特別對廣東的琴學發展帶來極大的

忠臣文天祥在崖山決戰前被俘，他面對元軍的威

影響。特別是南宋小朝廷覆亡於新會，當時在南

迫利誘大義凜然、寧死不降，揮筆寫下“人生自古

宋朝廷中一批古琴演奏師，僥倖保存生命隱匿民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後被元軍

間，正是他們把中原琴音帶到嶺南地區，並廣泛

押到元大都囚禁，始終堅貞不屈，後殉難於大都；

傳唱、開花結果。這就是嶺南古琴流派最早的起

南宋武將張世傑帶兵突圍後不幸遭遇颶風，舟覆人

源。 3 （圖1）

亡；在此國破家亡之際，南宋將士人人奮勇、個個
爭先，血戰到底無一投降，崖山之戰結束後七天，
崖門海浮屍十萬。 2 南宋小朝廷在新會崖山的黯然
落幕，從而結束了宋朝的歷史。
南宋小朝廷雖然在新會滅亡了，但是奇跡的
是，南宋文化沒有被砍斷，中原文化沒有被砍斷，
作為南宋文化、中原文化精髓的古琴清音在新會幸
運流傳下來，並且走進民間、生根發芽。相傳嶺南
古琴譜《古岡遺譜》就是在當時遺留下來的中原文
化活見證。

二 、七百年間 代有人才
嶺南古琴流派的出現，萌芽於明代，崛起於清
代，歷經五百年風雨滄桑，期間琴師琴人的代代傳
承，其情殷切，其心熾熱，令人感嘆。
正是因為這些來自中原的琴音中有著慷慨悲歌
與家國情懷，她的延續和傳唱也成了嶺南大地褒揚
忠烈、抨擊奸邪、傳揚正氣、教化人心的傳家之
寶。嶺南古琴在廣東新會的紮根受到當地父老鄉親
的悉心照顧和愛護。躲過元朝的血腥殘暴，從明代
開始，嶺南古琴流派重新公開傳唱，在廣東新會閃
爍光芒。明、清、民國的五百多年間，關於嶺南古
琴的傳承歷史，湧現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一代大儒陳白沙與嶺南古琴。廣東新會是嶺南
古琴的搖籃，也是嶺南古琴的發源地，第一個把嶺
南古琴系統整理並發揚光大的琴人可以追溯到明朝
被稱為“嶺南第一人”的大儒、新會人陳白沙。據
學者考證，陳白沙，廣東新會都會鄉人，後遷徙江
門白沙鄉，故此世人尊稱“白沙先生”。陳白沙創
建儒家學派“江門學派”，是明代著名哲學家、理
學家、教育家、詩人、書法家。鮮為人知的是，陳
白沙也是一位古琴家，他繼承和弘揚儒家禮樂教化
為核心的六藝優秀傳統，開創江門學派，成為孟子
以後又一座思想的高峰。陳白沙注重內修自得、自
然博大的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他的詩歌和書法，尤其
是古琴藝術，其一生醉心於古琴，以至於夢中得仙
人指點彈奏石琴。古琴成為他抒發憂國憂民、創新
求變、敦厚儒雅的高遠情懷不可替代的藝術載體。4
尤其是把宋亡後散失於崖門海難中的皇室古琴譜進

圖1•《嶺南古琴琴譜》封面（黃柏軍提供）

行整理並改編成了具有民族意識、歷史沉澱、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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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和白沙思想烙印的《古岡遺譜》。白沙先生傳
世的有兩張古琴“寒濤”和“滄海龍吟”，前者存
於廣東省江門市陳白沙紀念館，後者現存於廣東省
歷史博物館。
著名古琴學家黃景星家族與嶺南古琴。黃景
星，又名黃煟南，字家兆，署悟雪山人。約生於
乾隆晚年。廣東新會縣邑城人。祖輩都是嶺南古
琴愛好者，均被稱為琴師。自少隨父及兄黃觀炯
學琴，有心得。黃觀炯不幸英年早逝，子黃文玉
尚幼，琴技盡授其弟黃景星。景星又於嘉慶初年在
裏人莫南橋家識其西席香山何洛書（號琴齋）及其
子何文槁，遂從習琴，盡得其琴曲和指法。嘉慶末
期，以廩貢生讀於粵秀書院，與侄立峰調琴操縵，
自成支派，纂輯古琴譜，博綜衆說，考究琴操。道

圖3•清朝咸豐年間新會琴師關於嶺南古琴的叙述（黃柏軍提供）

光初年，曾受聘於學海堂書院，教習琴法。道光八
年（1828年）與同邑琴友陳綺石，陳芷薌兄弟結琴
社，邀集琴友聚會，相互礫蘑，徒授傳藝，弟子遍
嶺南，爭謂出自其門，一時名聲大噪，形成嶺南學
派，實為創始人也。 5
廣東的琴學，發端於唐宋，盛於清代下半葉的
嘉道年間，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嶺南派，並且建立廣
東最早的琴社。黃景星就是嶺南古琴派和琴社的創
始人。他繼承祖業，家學家教不斷，啓兒孫操琴業
於往後。使這個古琴家族對發展嶺南琴學（包括我
圖2 •《悟雪山房琴譜》關于嶺南古琴的記載（黃柏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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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將其父《古岡遺譜》手抄本（據說是抄自陳白沙

這說明，黃景星學琴，首先來自父兄一輩手抄

先生的抄本）中的30餘曲以及乃師何洛書傳授的十

流傳下來的陳白沙《古岡遺譜》，他憑藉自己的聰

餘曲，考訂輯成具有嶺南特色的《悟雪山房琴譜》

明才智，對《古岡遺譜》進行系統整理和提高。

（圖2）。譜成後，學者競相傳抄，一時為之“洛

黃景星編輯出版的《悟雪山房琴譜》共收集琴

陽紙貴”。《悟雪山房琴譜》所收錄的《古岡遺

曲有五十首，大多出自《古岡遺譜》，是嶺南古琴

譜》，是南宋移駐新會崖山時王室官員留下的中

現存最早的古琴譜，影響巨大。

原文化琴曲，又經過數百年的演繹，熔入嶺南民間

在後來的幾百年中，廣東琴學昌盛，琴人輩

琴技，成為表現嶺南琴派的風格和特色，因而被譽

出。嶺南古琴流派歷代琴學家影響較大的有：陳白

為“沖和雍正，古逸清高”之作品，被視為珍貴的

沙、陳秋濤、鄺海雪、何洛書、何文祥、黃觀洞、

文獻。黃景星逝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

黃景星、陳綺石、莫南橋、趙古農、何耀琨、楊錫

其兄黃觀炯死後的四十多年間，他不但與琴社的

泉、李寶光、黃炳坤、何斌襄、董百慶、梁啓運、

琴友切磋琴技，傳習琴曲，而且對自己的侄兒黃文

釋聞一、陳予壯、陳子升、張可園、張二喬、鄧爾

玉盡授指法，以延綿祖技。黃文玉又傳於其子黃炳

雅、朱啓連、陳曇、汪少庸、李仙根、陳恭尹、張

坤。自後，黃炳坤之兒孫皆繼承祖志，熱愛琴學，

西銘、曾卓如、何增佑、榮慶端、梁於渭、梁覺

琴音不斷。直到其孫黃實（字衡秋）在民國期間曾

住、梁月槎、朱子宜、潘寶璜、黃咏雨、居廉、

任雲南省警務處處長，江西省務委員，代理省長等

馮燧川、陳叔舉、榮心言、程竹韵、談少撫、鄭

要職，身在宦海，亦不忘習琴，被人稱為 操琴能

夫人、鄭健候、梁老太、孫慕唐、盧家炳、招鑒

手。 黃氏一族、承傳琴學、代有英才、蜚聲嶺南，

芬、周桂菁、楊新倫、莫尚德、莫仲予、麥漢興、

堪稱嶺南古琴世家而無愧！ （圖3）

謝灃、胡瑋陽等人。

6

可以說，嶺南古琴源出廣東新會，經過陳白沙

歷代嶺南古琴的藏琴方面：有《綠綺台》、《春

和黃景星家族的傳揚，明、清兩代已經名揚士林、

雷》、《都梁》、《天蠁》、《松雪》、《振玉》、

萬衆矚目，得到很多的琴人、琴師的追隨和學習，

《水仙》、《韵馨》、《松皇戛玉》、《松風》、《中

風起雲湧自成一派，至此“嶺南古琴”流派赫然産

和》、《穀響》、《流泉》、《蕙蘭》等名琴。

生並且蔚為壯觀。
三 、嶺南古琴 星光熠熠
嶺南古琴能够成為流派，和歷代廣東琴師的努
力和奉獻密不可分。值得一說的就是黃景星和他整
理面世的《悟雪山房琴譜》。
黃景星在1836年編輯的《悟雪山房琴譜》自
序中說：

余生也晚，適當老成。雕謝之秋，竊取
先君子手抄《古岡遺譜》一帙，按而習之，
而苦心與手，不能相應也。已末歲得晤香山
（今廣東中山縣）何琴齋洛書並其翩君耕耘

關於嶺南古琴的琴學論著方面：有黃景星的《悟
雪山房琴譜》（1836年），何斌襄的《琴學匯成》
（1869年），朱啓連《鄂公祠說琴錄》，容慶端的《琴
瑟合譜》等。迄今為止，已發現的《古岡遺譜》琴曲有
《碧澗流泉》、《漁樵問答》、《懷古》、《鷗鷺忘
機》、《玉樹臨風》、《雙鶴聽泉》、《神化引》、
《平沙落雁》、《烏夜啼》等。這些琴曲的演奏手法
與其他流派的傳譜有很大區別，像《鷗鷺忘機》與其
他版本和流派的《鷗》曲簡直是同名異曲，《漁樵問
答》、《碧澗流泉》等曲的演奏風格充分體現了嶺南
琴派的古樸、剛健、爽朗、明快的特點。
四 、嶺南古琴在新會 薪火相傳

文祥先生，始知心與手合，音與意合之旨。
拜受十餘曲並前所習者，詳加訂正……

踏入民國，嶺南古琴在廣東新會、江門一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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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清代新會琴譜手抄本關於古琴技法的圖解（黃柏軍提供）

圖5•晚清新會琴師關於古琴演奏技法的圖解（黃柏軍提供）

舊琴音不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會音樂家何

載嶺南古琴流派資料的古琴譜。圖書館工作人員

修文曾經編著《琴譜精華》一書，刊行問世，在古

手疾眼快，冒著政治風險把這本珍貴手抄本資料

琴學界引起較大的影響。 解放後，由於政治運動

搶救下來。 8

7

176

頻發，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破四舊”運

改革開放以後，嶺南古琴流派復興。廣東古琴

動，對民間珍藏的嶺南古琴樂器、古琴譜破壞殆

研究會的專家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看到這本當年冒著

盡，令嶺南古琴流派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

風險搶救下來的手抄本，欣喜若狂如獲至寶，並把

寒冬中也有春意，寒流阻擋不住暖流。文革中

這本古琴譜命名為《古岡蔗湖琴譜》。專家考證後

新會人保護嶺南古琴譜的感人故事令人心生敬意：

表示：這本《古岡蔗湖琴譜》手抄本是清朝咸豐二

嶺南古琴畢竟根在新會，生生不息繁衍不盡。文化

年至四年（即公元1852-1854年）間的琴人蔗湖

大革命期間，新會縣景堂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經常遍

手抄本。琴譜裡面記錄了不少黃景星所著《悟雪

走城鄉，收集被遺棄的珍稀古籍。有一天，新會景

山房琴譜》中曲譜，手抄本琴譜按語中提及新會琴

堂圖書館館員李中壯與其他文化部門的工作人員

師莫湘涯、莫韵石、蔗湖等琴人的藝事，反映新會

在縣城滻灣管理區破四舊運動的現場，發現了一

琴人的藝術交流情況，折射出新會古琴藝術曾經的

大堆準備送進爐膛的“黑書”，其中就有一本記

輝煌。《古岡蔗湖琴譜》一書也是黃景星《悟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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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琴譜》之後，反映嶺南古琴在新會發源地薪火相

紮根新會，輻射珠三角，已經成為廣府文化重要組

傳、代有傳承的最有力見證。（圖4、圖5）

成部分。關於陳白沙與嶺南古琴、關於江門學派與

改革開放以後，文藝領域相繼解凍，嶺南古琴

嶺南古琴、關於黃景星家族與嶺南古琴、關於嶺南

藝術在她的發源地又重新茁壯成長。2010年，江

古琴譜的發現與保護等等，都是當代文化界、藝術

門市文化界流傳著兩個和嶺南古琴復興有關的好

界高度關注、津津樂道的研究課題。嶺南古琴的再

消息：其一，《嶺南古琴》編輯出版。江門市蓬

次復興，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嶺南文化和廣府

江區人民政府撥出專門的出版經費，通過中國線裝

文化在深度研究上的有力促進和推動。

書局出版《嶺南古琴》一書。該書分上、下兩册，

更加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嶺南古琴的發源地新

上册收錄了有關嶺南琴人、琴事以及論述嶺南古琴

會、江門，當地政府和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嶺南古琴

源自新會、江門的文章，下册則收錄了《古岡蔗湖

流派的理論研究，撥出專門經費重新出版古琴譜，

琴譜》以及《古岡遺譜》中的另外四首琴譜。 其

大力支持江門古琴研究會的成立。由於思路清晰、

二，江門古琴研究會成立。隨著《古岡蔗湖琴譜》

方向對頭、措施得力、經費有保障，不單傳世孤本

一書在景堂圖書館被發現以及《嶺南古琴》編輯出

《嶺南古琴》得以再版保存，而且引起極大的社會

版，江門、新會古琴愛好者學琴熱情空前高漲，在

反響和社會效應，引起很多青年人關注嶺南古琴、

當地政府的大力推動、引導下，江門古琴研究會成

學習嶺南古琴、保護嶺南古琴。可以預見，由於有

立。 據了解，江門古琴研究會成立八年來，嶺南

廣泛的社會保護土壤和青年傳承人，嶺南古琴這一

古琴事業生機勃勃，習琴者衆多，僅江門五邑地區

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將在她的發源地新會、江門

就達五、六百人之多，他們經常舉行古琴演奏欣賞

一定會香飄四季、再奏清音。

9

10

會和表演會，嶺南古琴在江門、新會再次擦亮品
牌，熠熠生輝。
五 、研究嶺南古琴流派發展史的若干意義

註釋：
1.

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2.

可以清晰追溯和撫摸嶺南文化、廣府文化的千年發
展和演變，從而達到清晰梳理嶺南文化和廣府文化

3.

原文化的精華，結合自我特色，從而錘煉出獨樹一
幟的文化體系。嶺南文化吸收中原文化的歷史事
件：如張九齡開鑿梅嶺、珠璣巷姓氏南遷、南宋

4.

派，就是中原文化影響嶺南文化、融合嶺南文化
的有力見證。
再者，通過研究嶺南古琴，又可以衍生出豐富
多彩的五邑文化和僑鄉文化。嶺南古琴七百多年間

《陳白沙與古琴》，原載中共江門市蓬江區委宣傳部編，
《細說蓬江祠堂——廣府文化與廣府人家》，中國民族攝
影藝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

5.

《音樂》，原載《新會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月第一版，第908頁。

6.

《黃煟南》，原載《新會縣志續編》，廣東人民出版
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7.

小朝廷在崖山覆亡等，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
不但需要理論支撑，也需要活見證。嶺南古琴流

《嶺南古琴琴譜刊印說明》，原載《嶺南古琴琴譜》，李鐵
夫美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第214頁。

發展脈絡的目的。
嶺南文化在千年的發展演變中，主動吸收了中

《宋元崖門海戰》，原載《新會縣志》，廣東人民出版
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研究嶺南古琴，實際上不止研究一個古琴流派
這麽簡單，更重要的是，通過研究嶺南古琴，我們

《宋元崖門海戰》，原載《新會縣志》，廣東人民出版

《音樂》，原載原載《新會縣志》，廣東人民出版
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908頁。

8.

秦有朋：《古岡蔗湖琴譜刊印記》，原載《嶺南古琴琴譜》，
李鐵夫美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第3頁。

9.

秦有朋：《古岡蔗湖琴譜刊印記》，原載《嶺南古琴琴譜》，
李鐵夫美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第2頁。

10. 秦有朋：《古岡蔗湖琴譜刊印記》，原載《嶺南古琴琴譜》，
李鐵夫美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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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研究
馮澤華 *

摘 要 國內多數代表性傳承人存在年紀大、缺乏國際視野等缺陷制約著我國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國外傳播。為更好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中國應借助華僑華人熟
悉掌握其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熟悉國外情況等優勢，賦予華僑華人“代表
性傳承人”稱號，並構築相應的行政資助機制。勞動價值論、需求層次理論等
理論是構築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的理論基礎。基於此，中國可
在公平、公正、平等原則、信賴保護與持續給付原則、程序規範與資訊透明
原則的指導下，通過規範行政資助主管部門的許可權劃分與責任形式，設立
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基金會，建立行政資助標準與退出制度、救濟制度、
監督制約制度，系統構建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
關鍵詞 華僑；外籍華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

當前，中國代表性傳承人制度無論在理論層

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激勵華僑華人踴躍

面，抑或在制度層面已經形成相對成熟的框架。多

投身到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工作中去，更好

數國內代表性傳承人年紀大、缺乏國際視野，難以

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

推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好地走出去”，讓世
界友人領悟燦爛的中華文化。而海外華僑華人是炎
黃子孫的一員，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既有
責任，亦有權利。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不少海
外華僑華人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有著剛性需
求。中國政府應根據華僑華人的特點，構建華僑華

* 馮澤華，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僑
務法學、台港澳法、文化法學。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知識產權保護立法
研究”（項目編號：12BFX109）、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重大委託課
題“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權益保護法（草案）＞專家意見
稿》”（項目編號：GQBW2015003）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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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緣起
近年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研
究開始走向繁榮，1 相關理論日趨豐富。學界多從代
表性傳承人的權利義務關係、社會保障問題入手從
事研究，亦重點論述代表性傳承人的認定及其解除
機制，問題導向可謂異常清晰。然而，學界較少從
代表性傳承人對外傳承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
進行探討，忽視了海外華僑華人對於中國非物質文
化遺產傳承的剛性需求。高軒的《“一帶一路”戰
略下非物質文化遺產華僑代表性傳承人制度構建》

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研究•馮澤華

文化傳承

一文， 2 首次從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傳承的重要性

長的文化遺產與國內文化遺產或許有不同之處，但

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華僑代表性傳承人制度的

本質上仍是一致的，仍屬於中華文化的重要形式。

構建，掀開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新的研究方

這種文化形式的傳承不應因地域不同而有所不同，

向。“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華僑對於推動中國

華僑華人理應亦享有傳承中華文化的權利。肯定和

非物質文化遺產“走出去”有著天然優勢，但與外

保護華僑華人傳承中華文化權益，亦是繼續豐富中

籍華人相比，華僑存在人數過少的瓶頸。據統計，

華文化的內涵，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創新道

全球華僑華人總人數已超5,000萬人，而華僑僅佔

路。中國通過構建行政資助機制，不僅在精神上肯

10%， 這相對於龐大的外籍華人群體而言，確實

定了華僑華人在海外傳承中華文化的貢獻，亦在物

微不足道。因此，除了構建華僑代表性傳承人制

質上補償了華僑華人的勞動付出。

3

度外，中國仍有必要構建外籍華人代表性傳承人

第二，需求層次理論。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

制度。故此，中國應借助華僑華人熟悉掌握其傳承

罕•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熟悉國外情況等優勢，賦予華

人行政資助機制的重要理論來源。馬斯洛認為生理

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稱號，使其在國外傳承和

需要是人類其他需要的前提，若生理需要得不到滿

傳播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最終提高中國文化軟實

足，人類的個人生理機能亦就無法正常運轉。儘管

力。為了更好地調動華僑華人的積極性，行政資助

許多華僑華人經濟上有實力、社會有地位、政治上

機制便是一條良道。本文在重點闡釋華僑華人代表

有影響，但人皆有私益之追求。若只強調奉獻，而

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的理論基礎與現實意義的基

不注重權益保護，則難以發揮華僑華人在傳承非物

礎上，系統構建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

質文化遺產中的積極作用。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

制的元素，為學界從事相關研究增磚添瓦。

一項花費大、耗時長、強度高的活動。若無穩定而
持續的物資供給，一般的自然人難以持續承受這種

二、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的理論

活動。保護好華僑華人在傳承過程中的日常需求，

基礎與現實意義

並非忽視了公共利益的維護，相反，只有先保護好
他們的私益，公共利益才能真正得到系統保護。行
政資助機制，正是為了權衡公共利益與人的私益矛

（一）理論基礎

盾，正是為了彌補華僑華人在海外傳承非物質文化

第一，勞動價值論。華僑華人作為中華兒女的

遺產中所耗費的精力而誕生的。只有建立這種機

一員，在歷史的長河裡，亦積極地推動了中華文化

制，才能真正鼓勵更多的華僑華人參與到這項持

在海外的傳承，不斷促使海外友人認知中國、領悟

久的活動中。

中國、熱愛中國。越來越多的海外友人掀起一股學

第三，公共利益理論。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

習中文的熱潮。在此過程中，數代華僑華人付出了

行政資助的目的在於推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域

辛勤的勞動。同時，華僑華人在傳承中華文化的過

外的傳承，從本質而言，這就是公共利益保護的考

程中，亦與定居國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異彩紛

量。一方面，行政主體選擇華僑華人作為代表性傳

呈、包容萬千的共用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不僅是

承人，並給予其物質的保障，必須符合公共利益的

中華文化煥發活力的瑰寶，更是人類文明的重要

價值取向。行政資助考慮的是由於弱勢非物質文化

財富。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勞動創造了財富，人們

無人問津而在域外銷聲匿跡後所產生的連鎖反應，

對這種財富享有排他的所有權，這種權利亦可視作

亦即，越來越多的弱勢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無人傳承

一種自然權利。華僑華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覺地創

而走向消亡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神州大

造和傳承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在國外紮根生

地，而且存在於域外各處。由於中華文化的傳承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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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並非局限於土生土長於神州大地上的非物質文化

至不會講一口流利的中文。 8 長此以往，一方面，

遺產，而域外的各種經過創新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不利於中國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推進自身文

亦是中華文化的重要部分，故其弱勢傾向亦須強勢

化軟實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亦不利於華僑華人

扭轉，否則會削弱中華文化在域外的影響力。另一

認知中國，接受中華文化，增強民族認同感。因

方面，公權力應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如何促進公共

此，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高任務，國內國外均需

利益，理應成為其每天思考的基礎。有學者質疑行

有一定的人員去履行。在域外，華僑華人便是一股

政主體運用行政資助的行為是將納稅人的貢獻轉贈

強勁的傳播力量。國內代表性傳承人難以長久在域

於某些在經濟或文化方面已經處於強勢的群體，從

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華僑華人本身擁有境外

而加劇社會的不平等，故而行政資助不能直接服務

定居權。相對而言，華僑華人不僅能從時間上保證

於公共利益。 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由於行政資助

傳承力度，而且傳承的便利程度高，最大程度地節

實際上是國家進行資源再分配的某種形式，它的對

約傳承成本。

5

象的特定性不會造成普遍性的非正義。因為它本質

第二，有利於推進僑務公共外交。2011年，國

上是為了減少社會不平等而出現的，如忽視這種制

務院印發《國家僑務工作發展綱要（2011-2015

度的出現，則會更加拉開社會各種群體的距離，從

年）》首次提出“僑務公共外交”概念。從根本上

而加劇不平等。盧梭認為公權力的最終目的在於全體

來說，公共外交的功能在於溝通和交流，需要準確

成員的最大的幸福，因此“法律乃公意的行為”。

6

傳達本國的意圖、價值和理念，才有可能得到世界

在文化傳承領域，一些弱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

的了解和認同。 9 僑務公共外交就是通過僑務管道

人因堅持自己的傳承信念而走向貧窮，為了保障這

開展的公共外交。華僑華人既是僑務公共外交的受

種弱勢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持續傳承下去，就必須

體，亦是主體。 10 國際影響力不僅要看國內經濟發

先保護好這些弱勢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的出現，

達程度，更要對外宣傳好、塑造好國家形象。若經

便是這種保護的實踐形式。這就是行政資助直接作

濟實力是硬實力，那麼國家形象便是軟實力。一國

用於公共利益的邏輯思維。

之形象，需要眾多的人員共同努力才能塑造。特別
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政府不僅需要自己大力

（二）現實意義

宣傳，吸引更多的國家參與建設這條“路”，亦要

第一，有利於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中國文化

激發廣大華僑華人共同參與宣傳和建設，拓寬宣傳

軟實力的提高，不僅需要國內代表性傳承人的努

面，穩固戰略線。華僑華人的利益損失，是公共外

力，更需要海外華僑華人的努力。多年以來，西方

交效益的直接損耗，亦是對中國核心利益的僑務資

文化一直在潛移默化中侵蝕中華傳統文化。年輕一

源的流失。於此形勢下，構建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

輩對於西方節日的重視程度遠高於中國傳統節日，

人行政資助機制，從文化上凝聚華僑華人熱愛祖國

這就是域外軟實力所帶來的強勁衝擊。若中國不及

的熱情，從經濟上穩定華僑華人連接祖國的根基，

時發現並重視這些問題，後果將不堪設想。再者，

恰到好處地激發廣大華僑華人塑造中國的良好印象

域外眾多的華僑華人亦亟需傳承中華文化，從思想

的積極性，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

上牢固樹立身為中華兒女的觀念。特別地，新生代

第三，有利於推動僑務法治。中共十八屆四中

華僑華人在海外受到不同價值觀、道德觀和不同文

全會以後，中國掀開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帷

化的衝擊，對本民族的文化淡漠或者遺忘，使中

幕。過去，中國諸多華僑華人政策多是以不穩定、

華文化教育陷入困境。 近年來，回到中國的華僑

沒有強制執行力的“紅頭文件”進行規範。華僑華

華人不斷增多，參與社會事務的程度愈來愈高。

人參與國內社會事務時亦是在這種極不穩定的規

然而，許多新生代華僑華人從來未到過中國，甚

則下進行，效果好壞，全憑在任領導的意志。這

7

182

RC 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

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研究•馮澤華

文化傳承

些“紅頭文件”在維護華僑華人權益方面“忽冷

於跨境、簽證等情況的出現，直接導致傳承成本的

忽熱”，各種不穩定的因素導致華僑華人權益容

增高。此時，連續和穩定的供給是特別需要的。而

易 遭 到 侵 犯。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國方略形勢下，

且，這種連續和穩定的供給不能隨便發生變化。如

僑務法治得到全面推進。僑務法治是僑務工作的

果文化傳承都是靠領導意志，而非法律意志，那麼

合法性依據與制度性基礎，亦是關心外籍華人長期

這種傳承的效果是難以實現的。因此，行政資助亦

生存和發展、增加外籍華人同中國的親情鄉誼與合

要堅持信賴保護原則。只要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

作交流，保護華僑正當的權利和利益及保護歸僑和

在一定期限內沒有觸及行政資助退出規定的，均應

僑眷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的重要體現。 僑務法治要

依法給予連續性和穩定的給付，以保證其安心地傳

求涉僑的各種規定，都必須通過系統化、體系化的

承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11

立法形式予以明確。因為，法律較政策而言，具有

第三，程序規範、資訊透明的原則。行政資助

較強穩定性和強制執行力，並不以領導的注意改變

作為一種行政行為，必須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實

而改變。系統建構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

施。由於中國並沒有統一的行政資助法律文件，

制度，既是切實維護華僑華人文化傳承權益的重要

在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中，文化行

基石，亦是僑務法治全面推行的重要標誌之一。

政部門應根據華僑華人的實際需要，制定符合文化
傳播規律的資助程序，不斷加以完善和規範，提高

三、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機制的具體構建

行政資助程序的透明度。同時，由於行政資助是一
項授益性行為。為了避免華僑華人亂使用資助款，

（一）機制應遵循的原則

文化行政部門應當建立行政資助名單資訊資料庫。
資料庫的資料亦應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受

第一，公平、公正、平等的原則。公平、公

給人方面的相關情況發生變化的，應當及時向文化

正、平等的原則，是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原則，從

行政部門反映，由文化行政部門及時更新資料庫。

某種意義而言，其是行政資助制度走向現代化、科
學化、法治化的基礎與保障。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
人行政資助，其目的在於賦予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

（二）規範行政資助主管部門的許可權劃分與
責任形式

人一定的物資與精神權益，應堅持公平、公正的原

首先，關於行政資助主管部門的設立。文化行

則，對符合條件的華僑華人一律平等地實施資助，

政部門應當設立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管

不能因為華僑華人的信仰、民族、職業、性別等差

理辦公室（以下簡稱資助部門）。為了提高行政效

異而有所差別。文化行政部門在實施行政管理的過

率，接受監督，提高執法水平，依法保障相對人權

程中應充分反映公共利益與華僑華人利益，以及華

益，文化行政部門應當設立資助部門，該辦公室專

僑華人利益之間的均衡，實現公平、公正和平等之

門負責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工作。資助

價值，切勿為了強調保護某一華僑華人代表傳承人

部門作為文化行政部門的內設機構，應在文化行政

的私益而忽視了其他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的私益

部門的授權下，對外全面負責行政資助的相關工

及公共利益的系統保護。

作。行政法主要關心的乃是法律制度對政府官員和

第二，信賴保護與持續給付的原則。一般而

行政機構行使這種自由裁量權所作的約束。 12 相對

言，在行政資助實踐上，除了少數行政資助是一

於個人權利而言，行政權力永遠是一種潛在危險，

次性或者臨時性的供給外，多數行政資助都是連續

為了避免或最大程度降低行政權力濫用的風險，行

的、穩定的供給。相對於國內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

政權力在構成上應當被限定、在配置上應當有限

而言，華僑華人在海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時，由

度、在運行上應當受限制。 13 因此，行政資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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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完善資助部門的許可權與責任，防止權力濫用，

金。基金的來源不一定要全部依賴於國家的撥款，

實現“有法可依、依法行政”的法治生態。行政資

還可通過社會各界的捐獻、文化商業化收入等路

助辦公室的設立，有利於文化行政部門儘快協調相

徑。儘管中國多數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弱勢文化，但

關工作，特別是在追責工作的便捷性。

亦不乏有極強商業價值的強勢文化。文化行政部門

其次，關於資助部門的許可權劃分。資助部門

可授權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合理運用這些強勢文化，

的許可權範圍應僅限於法律授予的範圍內，而不得

而這些組織或者個人在開發強勢文化時，應當將其

越入其他部門的許可權範圍內。其一，華僑華人代

收益的一部分捐獻給專項保障基金。如此一來，非

表性傳承人資助需求的認定權與解除權；其二，對

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可實現迴圈保護，不至於因資金

資助資金予以審批和監督的權力；其三，對華僑華

斷裂而險遭消亡。

人代表性傳承人需求資助行為進行監督與評價的權

第二，設立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資助基金。

力；其四，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在非物質文化遺

迄今為止，中國仍沒有統一的行政資助法，有關行

產商業化開發過程中的監督權。並且法律授予文化

政資助的程序和標準並不統一。社會大眾對於部分

行政主體的權力必須以上述制度構建中所規範的法

行政主體隨意進行資助的行為頗有怨言，如一些重

律程序行使，以保障行政資助辦公室的行為的合法

要文物的發現者，僅能獲得文化行政部門頒發的獎

性與有效性，提高行政執法效能。

章和數額較低的獎金。這種象徵性的獎勵激發不了

最後，關於資助部門的責任形式。任何不受監

國人保護文物的積極性。以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

督的制度都是違法的。 規範資助部門責任承擔機

行政資助為視角，建構僑鄉文化行政資助程序，可

制，將行政權力置於行政監督與司法裁判的審查之

為其他行政資助事項提供借鑒。

14

下。根據權力與責任的對等，資助部門的責任承擔
機制應明確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有權作出行政處
分的權力機關，包括該管理辦公室所屬的文化行政

首先，申請資助。行政資助的啟動，主要有兩

部門及其人民政府機關、上級文化行政部門。其

種方式：（1）自行申請。貢獻者認為自己符合法

二，應受法律追究的行政行為範圍，包括：（1）

定條件的，可向文化行政部門進行申請（2）組織

代表性傳承人資助名單的認定與解除工作；（2）

推薦。這裡的組織包括文化保護民間組織和文化行

對資助名單監督與評價工作中，怠忽職守、濫用

政部門。民間組織認為某一自然人或者組織在僑鄉

職權、徇私舞弊，侵害被資助者權益的；（3）非

文化保護工作中作出貢獻的，可向文化行政部門提

物質文化遺產商業開發中不尊重華僑華人代表性

出行政資助推薦名單。同時，文化行政部門亦可根

傳承人意見，濫用職權許可開發的。其三，對於

據自己掌握的資料，依法推薦在僑鄉文化保護中作

以上行為，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

出貢獻的人或者組織。

追求其刑事責任。
（三）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基金

其次，審查批准。對於個人的申請或者組織的
推薦所形成的名單，由資助部門依照職權予以審
查、批准。資助部門作出不批准某一資助名單時，

行政資助基金不一定要過分依賴於財政撥款，

應將不批准理由書面告知申請人或者推薦組織。申

資助部門應聯同文化保護社會組織、民間組織共同

請人或者推薦組織有權向文化行政部門提起覆議。

設立各種基金。基金會通過向社會各界募集資金，

再次，公佈評議。行政資助審查批准後，資助

從而為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提供充足的物資保

部門應將相關名單向社會公開。社會大眾可在60

護，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財政壓力。

天內可就有異議的名單，通過書面形式，向資助

第一，設立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專項保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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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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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書面形式向社會大眾公佈無異議名單、異議

的“緊箍咒”。若文化行政部門亂作為、不作為、

名單和處理異議名單的意見，並最終作出認定行

慢作為，不按法定程序亂賦予或者解除華僑華人的

政資助的名單。

代表性傳承人資格，不僅會影響中國政府的良好印

最後，授予資助。資助部門應先書面通知受獎

象，亦會損害僑務法治的全面推行。因此，需要建

者。資助部門可通知傳媒，聯合舉辦一定的儀式，

構行政資助救濟路徑，作為啟動政府頭上“緊箍

向受獎者頒發證書及獎金。如受獎者是個人的，應

咒”的咒語。

將資助載入其個人誠信檔案。
（五）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標準與
退出機制

其一，信訪。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對於資助
部門作出的行政行為不服的，可向縣級以上人民政
府的信訪部門或者縣級以上人大常委會信訪部門進
行信訪。

構建行政資助標準與退出機制，是為了避免資

其二，申訴與控告。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對

助對象的不明確，更為了避免某一代表性傳承人獲

於資助部門作出的行政行為不服的，且有證據表明

得資助後消極傳承工作，以及多方面選擇更優秀的

資助部門存在違法犯罪行為的，可向行政監察機關

華僑華人作為代表性傳承人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

或者資助部門的上級部門提起申訴或者控告。

護的工作中。一方面，關於行政資助標準，主要符
合以下條件之一即可：

其三，行政覆議。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對於
資助部門作出的行政行為不服的，可向資助部門所

第一，在日常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

屬的文化行政部門提起行政覆議。由於認定華僑華

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經濟困難，確實需要資助

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名單問題，涉及高度非物

的；第二，因文化行政部門有特別任務要委託華僑

質文化遺產背景知識，需要糾紛協調者有較高的文

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完成，該項任務需要一定經費支

化水平，為提高行政效率，這裡的行政覆議可設定

援的；第三，以行政資助方式吸引潛在華僑華人代

訴訟的前置程序，亦即，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若

表性傳承人完成一定任務的。

需提起行政訴訟的，必須先得到文化行政部門的行

另一方面，關於行政資格的退出機制，主要符

政覆議決定書後方能進行。

合以下情況之一的，資助部門應解除華僑華人代表

其四，行政訴訟。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對於

性傳承人的資助資格：第一，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

文化行政部門作出的覆議決定不服的，可向人民法

人無正當理由，多次不履行代表性傳承人義務的，

院提起行政訴訟。

或者拒不配合文化主管部門或者和中國駐所在傳承
傳播國使領館的監督工作且造成嚴重後果的；第
二，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在國外傳播過程中過度

（七）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監督
制約機制

商業化，導致該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失去原真性的；

中國現行行政資助的實施，多依賴於政策文件

第三，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喪失傳承和傳播能力

的臨時變換，這亦導致在其實施的過程中缺乏常態

或者死亡的。

的監督檢查機制。現有對行政資助進行監督檢查主

（六）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救濟
路徑

要是由國家各職能部門派出巡視組對各地方有關本
領域的行政資助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而這種監
督檢查並無固定方式，亦未形成一定的機制。這種

法諺道：無救濟即無權利。文化行政部門有權

缺少常態的行政資助實施監督檢查機制的現象，導

賦予華僑華人擁有代表性傳承人的資格，亦可解除

致行政資助的實施變得隨意，缺少應有約束。而在

這種資格。但是，依法辦事即是政府行使相關權力

日本，存在專門的福利監督專員制度，對包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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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在內的行政給付的實施進行監督，接受公民的

審計監督的激勵作用，樹立監督亦能提高生產力的

因此，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

理念，大力支持行政資助審計監督活動，為審計監

投訴和檢舉。

15

資助機制有必要構建監督機制。

督活動的開展提供必要工作保障。具體而言：（1）文

第一，預算監督。預算是監督行政主體支出

化行政部門應建立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

行為的根本性手段，從預算的制定、審議批准到決

審計監督專用經費。因為，隨著經濟活動和社會問

算的審議，如果制度設計合理，能夠對行政資助的

題的增多，審計監督的成本會越來越高，無論是審

資金來源進行有效的控制。當前應當著力做好以下

計監督資訊的搜集，抑或審計監督設備及人力資源

兩點：其一，預算公開的精細化。近年來，隨著國

的配備均需要比以前有較大的投入。（2）對產生

家反腐倡廉活動的興起，預算公開制度日趨完善，

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審計監督成果，應視同優

但現行的預算公開情況仍不容樂觀，公開的預算多

秀的社科成果予以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獎勵。這

是粗線條的，缺乏詳細的介紹與說明。部分中央部

樣更能有效地促進資助部門的工作積極性，維護

門專案支出預算年初未落實到具體項目，到執行中

好行政資助制度。

才細化，有些支出到年底亦未細化。因此，文化行

第三，司法監督。這裡的司法監督，特指的是

政部門在制定行政資助計劃的同時，無論是計劃制

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行政訴訟。從該行

定時，抑或計劃實施後，都必須將預算公開的所有

政訴訟而言，有兩類物件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訴訟。

計劃細化。沒有細化的，財政監督部門應當不予批

一為華僑華人。華僑華人作為原告提起的行政訴訟

准行政資助的預算方案。其二，績效預算的推廣。

問題。無論直接涉及到自身權益的認定問題，抑或

這裡的行政資助績效預算是指文化行政部門應先確

其他與自身權益存在間接關係的事項，均可對文化

定需要履行的職能及為履行職能需要消耗的資源，

行政部門提出司法監督。相對於其他社會監督力

在此基礎上制定行政資助績效目標，並用量化的指

量，華僑華人作為行政資助制度的對象，他們更

標來衡量每項資助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取得的成績與

能關心自己能否成為代表性傳承人，能否享有行政

完成工作的情況。其制度通過制定行政資助支出的

資助權益等。二為其他社會監督力量。在中國，社

績效目標，建立資助預算績效評價體系，逐步實現

會監督力量，可包括媒體、普通公民、一般私人企

對財政資金從注重資金投入的管理轉向注重對支出

業、組織等。這些社會監督力量認為資助部門的行

效果的管理。與傳統預算模式相比，績效預算更趨

政資助行為違法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

理性，具有以結果為導向、以績效評價為關鍵、以

必須先向文化行政部門提起行政覆議。

分權為激勵、以監督和責任為約束等特徵。

16

第二，審計監督。審計監督是與預算監督密切

結語

聯繫的監督機制，事實上，預算越精細，審計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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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就越明顯。加強對行政資助的審計，更加充分

國內多數代表性傳承人存在年紀大、缺乏國

地發揮審計對行政資助的監督作用。審計監督的動

際視野等缺陷制約著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

力源於兩方面，亦即，一方面來自自身社會地位的

傳承與傳播工作。華僑華人，既是具有外國定居

提高；另一方面來自外部的激勵。目前中國審計監

權的炎黃子孫，亦是弘揚中華文化的媒介力量，

督明顯缺乏與之相匹配的激勵約束機制。這是現階

可以代表中國向世界各國傳承和傳播中國非物質

段中國審計監督不力的重要根源。因此，建立審計

文化遺產，點燃中華文明的光彩，將中國友誼之

監督的激勵約束機制就成為審計監督中必須解決的

花撒遍全球，讓世界充滿中華文化之愛，同時增

一個迫切問題。審計監督作為一種經濟管理手段，

強海外華僑華人的文化認同感。在“一帶一路”

無論是黨政機關領導，抑或企事業單位領導要承認

倡議的背景下，為激發華僑華人在非物質文化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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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傳承與傳播的積極性，中國應當在尊重和保護

金，構建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標準與

華僑華人享有傳承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權益的

退出機制、救濟機制、監督制約機制，系統構建

基礎上，在公平、公正、平等的原則、信賴保護

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制度。華僑華人

與持續給付的原則、程序規範、信息透明的原則

代表性傳承人行政資助制度的構建，有利於保護

的指導下，通過規範行政資助主管部門的許可權

海外華僑華人的文化權益，提高華僑華人參與中

劃分與責任形式，設立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項

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的

目保障基金和設立華僑華人代表性傳承人資助基

積極性，更有利於穩固推進“一帶一路”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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