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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的清史研究是新清史當道，強調「邊境轉向」，主張透過滿文資

料以及將視角轉向清帝國的邊界探討清的多元文化特色。哈佛帝制中國史

系列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作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就

談到當代美國的清代史研究，以三個重要的修正性轉向為標誌。第一

個階段是 1970 年至 1980 年代的「社會史轉向」（social history turn），不

強調政治、軍事或外交事件，而是長時段時間緩慢發展的社會、經濟與文

化結構。
1 

第二階段是「內亞轉向」（Inner Asian turn）。這一派強調文化史研究，

重視「再現」，以建構論看待族群與性別。其中有關清史的研究，這派主

張「滿州認同」是清征服中國後的歷史建構。清朝將自己視為是普世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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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10-18。 



漢學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 
 
314  

多民族政體。清的統治者並未要全然漢化其領地，而是扮演著儒家的天子

角色，但面對不同族群時則會轉化以不同形象來對待，且相當謹慎的經營

非漢族的自我認同。這樣的新清史學派驅使了一批研究清帝國邊疆擴張的

趨勢。 

到了第三個最新的「歐亞轉向」（Eurasian turn）階段，與第二階段的

文化史有密切關聯，但更強調世界史與生態史的取向。在這階段的研究特

色，挑戰了過往歐亞的二分法，主張歐亞大陸整體的不同部分沿著可比較

的發展軌跡在前進。在此脈絡下，清帝國不再只是中國王朝更替下的一個

朝代，學者開始將其與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甚至拿破崙帝國的相似

性進行比較。甚至挑戰了將明清連繫在一起看的「中國帝國晚期」的看法，

認為中國早期近代性是始於 1644 年，而不是更早之前的明代。 

這樣的研究特色也吹向了東亞的歷史學界。上田信的《海與帝國：明

清時代》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他最新的一本書是《貨幣的條件》（2016），

已經將環境史、經濟史及海域史結合在一起。從作者的歷來書單可以看

出上田信的研究取向，不僅是特別強調環境史，還強調海域、交易與跨

區域。
2 
而這樣的研究取向也反映在他 2005 年的作品《海與帝國明清時

代》。他主張要理解中國史，就要在新的框架下來理解，因此作者創造了

一個新的空間—「東歐亞」，要以此來釐清元明清的歷史。 

上田信不僅提出獨特的視角與史觀，在講明清歷史時，也是放在他所

創「東歐亞」這樣的空間架構裡。這作法和杉山正明有些類似，是放在世

界史的脈絡下來看遼、西夏、金、元的歷史。所謂東歐亞的空間，以海域

來看，指的是日本海、渤海、黃海、東海、南海，以及與這些海洋相連接

的陸地或島嶼組成的空間。若從我們一般常用的世界地理角度來看，這部

分包括了東北亞、西藏與蒙古高原在內的中亞、東南亞以及印度一部分。

在這樣的觀念下所書寫的明清歷史，果然各章的重點和以往通史著作截然

                                                                          

2   （日）上田信著有《傳統中國：從盆地、宗族考察明清社會》（1995）、《森林和綠色

的中國史》（1999）、《海與帝國：明清時代》（2005）、《亞歐大陸東部的生態環境史》 
    （2006）、《風水的環境學》（2007）、《鼠疫與村落》（2009）、《大河失調》（2009）、《中

國海域蜃氣樓王國的興亡》（2013）、《貨幣的條件》（2016）。 



蔣竹山∕評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land 315  

不同；過往以皇帝、宮廷及事件為主的政治史架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

以「交易體系」為內容的世紀變化。除了「交易體系」的核心觀點外，《海

與帝國：明清時代》另外有四個特色環繞著明清帝國：海洋、白銀、物與

環境，這在其他明清史著作中較為少見的。 

同樣的，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科平野聰的《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

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也有內亞轉向與歐亞轉向的

特色。
3 
這書所關注的清帝國並不是臺灣讀者所熟悉的漢中心觀的中華帝

國，而是採取內亞帝國的視角。作者認為，清從一開始就是以「內亞帝國」

的姿態崛起，並在後來發展擴大，絕非一般日本人所認為的像是「東亞的

中華帝國」或「歷代中華帝國的最後王朝」之類的國家。最有力的證明，

就是清一手打造的版圖，即是現代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下

來的領土。 

透過清帝國與蒙古、西藏及新疆的互動，平野聰主張，若認為中華文

明自古以來就在這些區域開花結果，並經歷各王朝的更替後，成就了近代

中國，這是一種相當短視，只看結果的想法。因此，單純地將清帝國看

做是「中華帝國」是有問題的。這之中的有些論點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

者在中國史框架下建構出來的，進而強調這些是「不可分割的領土」與「理

當統一的領土」。平野聰提醒我們，若真要瞭解這箇中的複雜性，就要去

理解這些與漢字、儒學不是一個文化圈的人們，清帝國究竟是如何與清產

生聯繫？ 

在內亞轉向及歐亞轉向的研究趨勢推動下，有相當多的課題是透過物
                                                                          

3   中譯本（日）平野聰著，林琪禎譯，《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

亞帝國的遺產？》（《興亡的世界史》第 18 集，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8），日文

本（日）平野聡著，《大清帝国と中華の混迷》（東京：講談社，2007），2018 年則有

講談社學術文庫普及本。平野聰所談的政治外交史，較多是皇帝的王權與對外政策，

對於宮廷涉及的有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羅友枝的《最後的皇族：滿洲統治者視角

下的清宮廷》（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7）來補充，裡頭對於宮廷的物質文化、

社會結構、家族政治、皇族女性、奴僕、祭典及禮儀都有深入探討，是瞭解大清帝國

的宮廷社會文化史不可不讀的好書。中文學界關於這方面，可見劉鳳雲、劉文鵬合編

的《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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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文化角度來談物的流通對於各個層面的影響。例如上田信從晚明的《萬

曆野獲編》談起，提到晚明每年在宮廷需要分發給大臣的貂皮有一萬張，

狐狸毛皮約六萬張。這些皮是從哪來的？又怎麼取得的？從這則筆記資

料，他將這複雜的中國東北的毛皮貿易網抽絲剝繭地展示給讀者。當時皇

帝賜給大臣的毛皮中，最珍貴的就是黑貂皮，而講這項商品帶入中國和朝

鮮的就是女真人。上田信還提到，十六世紀，透過海洋有大量白銀流入中

國都市，造就了一批富人階級，對於黑貂皮的需要也越來越高。這種需求

與其説是禦寒，倒不如説是成為北京有錢階級的身分地位象徵。上田信説

這些故事當然不只是談時尚、消費文化而已，他要談的反而是點出這樣的

皮毛貿易需求對於建州女真勢力崛起的影響。因為掌握這些交易的政治集

團，就是活動區域離中國最近的女真。 

不只是中國，這種毛皮與帝國的故事還延伸到俄國政府。滿州人在統

治中國後，毛皮需求大增，俄國政府為與中國交易，從 1670 年後，持續

派使節團到北京交涉，從西伯利亞運到北京的黑貂皮一年高達一萬多張。

事實上，當時這種毛皮貿易已經是全球史故事中的一環了。俄羅斯帝國此

時轉向中國銷售毛皮，背後反映的是北美洲也開始出產毛皮，使得俄國市

場萎縮，不得不往其他國家銷售。 

然而，不只東北的毛皮與帝國的發展息息相關，其實人蔘也是。這部

分上田信就甚少著墨，僅在第一章提到當從商業時代到產業時代時，產業

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國產化的方式製作寶物，或寶物的替代品，人蔘就

是一例。他舉的例子是德川吉宗時代的日本，獎勵種植竹節人蔘來取代過

去的朝鮮人蔘。當時整個東亞的人蔘都有相當頻繁的流通，不僅是人蔘藥

材，還包括有與人蔘知識有關的各種專書。我在《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

生產、消費與醫療》一書中提到，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的東亞，出版過許多

人蔘專書，當時的朝鮮、日本及中國約有四十幾部這方面的書籍，可見這

些東亞國家的醫藥知識與博物學的交流相當密切。
4 

關於人蔘這主題，韓國學者 Seonmin Kim（金宣旼）的新書 Ginseng 

                                                                          

4   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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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ôn Korea, 1636-1912（《人蔘與邊境：清代中國與朝鮮王朝

的領土邊界與政治關係，1636-1912》，以下簡稱《人蔘與邊境》），就帶

有上述「邊境轉向」的研究取向。作者金宣旼為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

歷史系博士，曾於 2005 年還是博士候選人時來過臺灣的國家圖書館的漢

學研究中心，擔任獎助學人六個月。此書 2017 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改寫自作者的博士論文，出版時作者任職於高麗大學的韓國學研究中心副

教授。從書中的感謝詞可見，她的研究受幾位美國學者的影響甚鉅。杜克

大學的穆素潔（Sucheta Mazumdar）曾詢問她為何一位韓國學生要研究中

國史，這話促使她在清史的脈絡中探索朝鮮的能動性。史丹佛大學的東亞

史教授 Kären Wigen 從金宣旼研究生課程開始到完成本書，提供了各種有

力的支持。此外，美國新清史學派的兩位大將濮德培（Peter C. Perdue）及

歐立德（Mark C. Elliot），對於本書以新的面向探詢清帝國與朝鮮的關係

及書稿內容，都給予相當大的啟發。 

《人蔘與邊境》一書主旨，在探討從十七世紀初期到十九世紀晚期的

清帝國與朝鮮王國間的領土邊界與政治關係。作者透過檢視各種漢文、滿

文及韓國文獻，在新清史的研究基礎上，對於我們所理解的滿州部族如何

發展成一個普世帝國的轉變經過，提出了新的觀點。本書討論早期的滿州

歷史，並探討清帝國控制滿州及朝鮮的政策。此外，金宣旼對於朝鮮時代

的韓國史（1392-1910），跳脫了以往以中國中心觀為核心來解釋雙方政

治實體的朝貢關係的傳統説法，改強調朝鮮王朝在清帝國組成過程中的能

動性。本書主要探討，朝鮮為了要保存邊界及維持和平穩定，是如何去詮

釋與宗主國政權的關係。藉由將焦點集中在中朝邊界的歷史重要性，《人

蔘與邊境》透過與朝鮮朝貢關係中的文化與物質架構下的接觸與衝突之力

度，重新定義了清帝國的本質。而「人蔘」這項物產就是觀察上述所有課

題的重要對象。 

在研究方法及視角方面，作者明顯受美國新清史學派的影響。在導論

中「滿州、韓國與人蔘」這一小節，開頭就説近來的清史研究基本上就是

新清史當道，而許多清史課題都是集中在東北滿州的主題上，研究課題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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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了族群、文化差異、帝國及統治的意識形態。除了上述提到的濮德培及

歐立德，文中常引用的新清史觀點還有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柯嬌

燕（Pamela K. Crossley）、貝杜維（David A. Bello）等學者的作品。作者

不僅引用新清史論點，對於新清史引發的爭議，也有關注，文中就提到定

宜莊與歐立德合著的〈21 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

與回應〉。 

有關當代研究資料的運用，除了美國新清史學者的作品外，金宣旼對

於中文、日文及韓文的清史研究掌握得相當全面，像是張存武、陳捷先、

林士鉉、蔣竹山、叢佩遠、劉小萌、祁美琴、佟永功、陶勉、王佩環、夫

馬進、松浦章、岩井茂樹、稻葉岩吉、今村鞆。對於臺灣學界而言，最感

到新奇的應該是文章大量引用的韓文研究資料，這部分應該是我們明清史

界最欠缺的部分。 

《人蔘與邊境》全書五章，第一章〈從邊疆到邊境〉，作者透過分析

後金與朝鮮間因人蔘而起的跨界與競爭的衝突事件，從三個主題探討女真

到清帝國的轉變。第一，女真的歷史需要在他們與明朝及朝鮮的關係脈絡

下討論，無論從政治或經濟來看，他們的彼此關係是既從屬又自主。第二，

本章強調，當女真轉變成滿洲時，人蔘這物產有了不同的意義。第三，從

清與朝鮮的邊界角度來描述女真與朝鮮關係的轉變。 

第二章〈製作邊境〉，金宣旼從三個方面分析 1712 年的長白山調查。

首先，由康熙皇帝所發起的調查計畫與清帝國的建設有密切關係。其次，

清帝國為了要提升滿州在帝國的地位，對於東北方的調查是必要且有利

的。第三，清帝國的調查過程與結果提供了清與朝鮮如何認識彼此的極佳

證據，特別是有關於領土與主權，以及當他們在討論像邊界這種重要議題

時，這些雙方的不對稱關係是如何確實運作的？ 

第三章〈管理邊境〉，討論清政府對滿州與朝鮮邊界問題的管理與處

置。首先，本章檢視清進入滿州之後的限制，像是「封禁」問題。第二，

作者主張滿州的封禁有助於清對自然資源的壟斷，特別是對滿州的人蔘。

最後，探討清對滿州封禁的措施有助於形成與朝鮮間不尋常的天然邊界，

以及探究不對稱關係的用語如何對小國與邊界管理有關的利益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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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人與錢的運動〉，作者討論朝鮮燕行使節及其貿易活動當作 

「士還（Sahwan）個案」的背景，然後檢視緊接著而來的一連串盛京將軍

與朝鮮政府的爭議。作者在這章一開始就説了一個 1748 年（乾隆十三年）

的故事，大意是盛京將軍達勒黨阿收到一份報告，內容記載有關某燕行使

節團成員通過遼陽時，錢財被偷的事。這件意外事件後來成為有名的「韓

國士還誣告事件」，最後還鬧到北京的禮部及首爾的朝鮮宮廷，一直困擾

了清帝國與朝鮮政府多年才停歇。本章還舉例説明了靠近邊界及帝國邊緣

的空曠與封禁區域，都是透過朝貢關係在進行商業活動。清代的外交政策

保障了來自於周邊鄰國因朝貢目的所進行的規律拜訪，而朝鮮所派出的燕

行使節團開創了韓國有機會與清帝國民眾能經常性的接觸。各式各樣來往

鳳凰城與盛京路線間的朝鮮燕行使節團成員，最起先的出使目的在於保障

清與朝鮮官方的政治位階，但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促使許多韓國

人，為了錢與貨物，被吸引至雙方邊界，並進入清東北邊的邊緣。這種朝

貢關係與使節團的沿途活動，因此成為了所有關於竊案與各種損失爭議的

原因。 

第五章〈從邊境到邊界〉，本章分析清與朝鮮對於邊界因人蔘開採的

匱乏而漸增的非法居留，雙方所進行的交涉，以及論述朝鮮的圖門河北邊

的移民者如何導致雙方進行一連串的協商，以在十九世紀晚期建立起確切

的領土限制。其次，本章在剖析清與朝鮮政治關係與領土邊界的形成。最

後説明，環繞在兩國間的新環境使雙方不再容忍清與朝鮮共享邊界，取而

代之的則是明確定義下的邊界定義的出現。 

整體而言，本書有以下特色值得肯定：(1)掌握了清史研究中的最新

趨勢，對於新清史的觀點相當熟稔，適當地運用在中朝邊境關係史的研究

中。(2)採用資料相當廣泛，大多以中韓漢文史料為主展開研究，此外亦

參考許多日文、韓文、英文、中文的當代研究，並能跳出以往「西方中心

論」或「中國中心論」的角度，改以朝鮮的能動性視角觀看邊境問題。(3)

過往中朝邊界史的研究多以政治或外交事件切入，本書是第一本直接以人

蔘為主題切入此課題的專書。(4)《人蔘與邊境》書中採用了許多韓國珍

藏的地圖，有助於我們對於中朝邊境史的研究有空間與地理位置有新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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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除了以上特點之外，本書所開啟的一些課題，有幾點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由於《人蔘與邊境》的主軸為人蔘與邊境問題，除了書中所提

到的內容外，有許多資料作者並未引用，例如朝鮮文人文集中，就有相當

多的資料顯現出當時最為朝鮮官方及士人所困擾的人蔘問題，大多數來自

於中朝邊境的爭端。這些資料較作者所提出的，更能看出這裡頭採蔘者、

蔘商及執政者在這些爭端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能動性。崔晛（1563-1640）

的《訒齋先生別集》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崔晛曾觀察漢人及滿人越境

採蔘的情況，寫道：「近年蔘商紛入山郡山邊之地，處處作主。要結村氓，

貿以重價，故可用之蔘，盡入蔘商之手。」可見蔘商頻頻至邊界山區主導

非法的人蔘採集。在京城及開城府，擔任蔘商的人越來越多，男女老少都

棄農作，改以採蔘為業。除了朝鮮民眾，越過鴨綠江邊界的清人亦會成群

結黨地入山採蔘，偶遇到朝鮮民眾，則會搶奪財務，或將民眾殺害。
5 

崔晛還提到的新現象是跟著使節團進入中國的朝鮮翻譯會在北京公

開販賣人蔘，以及漢城商人紛紛進入邊界的中江郡地區買賣人蔘。蔘價的

變化也是他批判的重點。以往人蔘一斤約不過三匹布，到崔晛那時則上漲

至百匹布，最主要就是中國喜愛人蔘的緣故。崔晛還提出其中的解決方法

是他出使中國時聽來的經驗。他聽説人蔘之所以貴重，在於「不取其大，

而取其色淨而堅剛者」。因此，進獻的人蔘若依此標準，或許可以引起民

眾跟進，也可以降低民眾瘋狂進山採收人蔘的熱潮。此外再加上嚴格訂立

通事及蔘商的買賣法令，違者處死，如此峻法，蔘價自然會受影響而下跌。 

成海應（1760-1839）的〈蔘議〉也提到相關訊息。朝鮮嶺南地區的

家蔘多種在田裡。其中提供給宮廷用的御貢蔘部分來自嶺南的新羅蔘，舊

制是春秋各兩斤。此外，江界戶蔘，歲貢有三十七斤之多。在這些人蔘產

區，就屬曠廢百年的江界四郡人蔘最受到官方重視，原因在於中國邊界的

吉林民眾會越界採蔘。成海應記錄此文時，情況已有惡化。原本沿著鴨綠

                                                                          

5   朝鮮．崔晛，《訒齋先生別集》，卷 1〈人蔘之弊〉，「韓國學綜合 DB」資料庫， 
http://db.mkstudy.com/zh-cn/mksdb/e/korean-anthology/book/reader/1078/?sideTab=toc&

contentTab=image&articleId=988186（2020.6.1 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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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採蔘者只是朝越夕返。自英宗辛巳年（1761）之後，由於吉林蔘耗盡

緣故，採蔘者遽增，變本加厲的成為入山搭帳棚住宿採蔘。
6 
有關這方面，

若能多蒐集一些朝鮮文集中的實際越境採蔘資料，應該會對邊境問題有更

深的認識。 

（二）《人蔘與邊境》書中雖然有提到美國新清史大家羅友枝的 2015

年新書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但對於這本新著的觀點並未有回應，事實上，近來研究清史的學者的「歐

亞轉向」明顯受全球史的影響，羅友枝在探討近代早期中國與東北亞問題

時，就是放在世界史的脈絡與框架來看，若金宣旼能在結論時將書中所探

討課題成果與羅友枝對話，應該更可讓本書的視野更為寬廣。 

（三）本書所關注的邊境問題仍以政治為主，事實上，有關中朝邊境

史的研究回顧，按照孫衛國教授的新書《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

識的嬗變（1627-1910）》（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説法，近二十

年來中朝邊界史的研究已朝向動態的研究，舉凡政治、外交、國會、經濟

及思想等課題，都有大幅進展。例如山本進的新書《大清帝国と朝鮮経

済》（2014），就引用《朝鮮實錄》及《備邊司謄錄》，對近世鴨綠江流

域的開發、土地利用與國境管理、平安道江界府的人蔘政策、北邊充實

政策的展開，做了極為詳盡的研究，很值得進一步參考。松浦章的新著 

《近世中国朝鮮交渉史の研究》，也涉及燕行使者與人蔘流通。
7 
另外謝

健（Jonathan Schlesinger）的 2018 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作品《帝

國之裘：清代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邊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就

是大量利用滿文、蒙文文獻重新探討清代中國的環境史。該書重點是研究

1760 年至 1830 年間的滿州、蒙古地區的環境變遷，當時一連串的商業擴

張與自然資源開採熱潮澈底改變這些地區的內地與邊疆的生態懷境。這樣

的環境史視角，值得我們在探討邊境與人蔘問題時，進一步參考。 

                                                                          

6   朝鮮．成海應，〈蔘議〉，《研經齋全集》第 12 冊，「韓國學綜合 DB」資料庫，

http://db.mkstudy.com/zh-tw/mksdb/e/korean-literary-collection/book/8790/（2020.6.1
上網。 

7   （日）松浦章，《近世中国朝鮮交渉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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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於書中文字運用錯誤部分，像是註腳的書目資料，許多被刪

除，使得書目沒法知道全名，要翻到書末的參考書目對照後才知。例如頁

163 提到張存武的 Qingdai Zhong Han guanxi，少寫了 lunwenji（中文全名

是《清代中韓關係史論文集》）。另外有些參考書目也有錯誤，像是楊昭全、

孫玉梅的著作是《中朝邊界史研究》；蔣竹山的是《人參帝國：清代人參

的生產、消費與醫療》。 

最後，整體來看，人蔘課題影響著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前的東亞

交流，《人蔘與邊境》開啟了我們對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朝交流史的新方

向。除了本書的觀點外，或許日後我們可以將焦點放在物質文化、醫藥與

商業的角度，才能更接觸問題的核心。以往研究這部分的學者大多僅將眼

光放在《燕行錄》上，卻忽略朝鮮境內的人蔘問題。因此，我們認為要將

視野拉回到朝鮮史的脈絡，透過朝鮮文集中的人蔘文獻的考掘，或許能看

到當時被燕行使者帶至中國的人蔘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脈絡下進行流

通。像是以往未曾有人提過的北京蔘局，不僅是中朝人蔘交易的重要場

所，更是朝鮮使者、士人與中國友人聚會筆談的交流空間。而中朝邊境的

人蔘問題一直困擾的朝鮮官方，朝鮮人蔘的品種和中國人蔘比較則常成為

士人討論的話題。甚至朝鮮人蔘到了十八世紀，由於大量開採輸出中國及

日本，已由山蔘轉為栽種的家蔘這條隨著燕行使者北京朝貢發展出來的人

蔘交流管道，雖然有嚴格立法禁止私帶，但仍只是表面的官方管道，私底

下民間仍大量進行私蔘的交易。直到晚清，情況才有所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