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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 ――日中

比較史の視點から》 

東京：校倉書房，2003，228頁 

游逸飛* 

日本學界的傳統中國天下觀研究成果豐厚。2003 年，渡邊信一郎

出版《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 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一書，

是近年最具代表性的著作。2008 年，該書由徐沖譯成中文，以《中國

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   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為名出版，填

補中文研究的不足。1 

1997 年，渡邊信一郎至北京訪問時，無意間注意到中國與日本政

府自古以來均以「天下」自稱，直至今日兩國社會仍常使用「天下」

一詞。然而，「兩個天下」的矛盾，似乎並未影響中日兩國歷史上的

長期交往，此現象因而勾起作者的研究興趣，進而撰寫論文，最後整

合成專書，故此書之成，可謂偶然。然若觀察作者三十年來的研究軌

跡，2其以研究農民經濟起家，關注傳統中國政府控制農民的方式與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 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  從日中比較史

的視角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8)。。 
2 請參王德權，〈東京與京都之外──渡邊信一郎的中國古代史研究〉，

《新史學》，17：1(臺北，2006)，頁 143-202。王文亦收入中譯本，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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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並參與日本「中國史研究會」，在中村哲的影響下，建立宏觀

的解釋體系，重建中國歷史分期，企圖掌握傳統中國社會的特質。3出

版專書數種後，作者進而研究傳統中國政制與禮制，提鍊出「天下型

國家」的概念，藉以重新闡釋傳統中國的天下觀，既係水到渠成，也

可說是其學術體系發展歷程不可或缺的環節。是故此書之作，又可謂

之必然。 

整體而言，此書涵蓋領域甚廣，作者既能巧妙整合天命、疆域、

公私觀念等重大課題，用以揭示天下觀與漢唐政體結合的發展歷程，

提出一元化的天下型國家概念；同時又能考慮戰國、漢代、六朝、唐

代諸朝的時代特質，說明天下型國家如何在時代變動的影響下，仍維

持某種基本結構。就此而論，此書誠為有志研究天下觀者所必須參考

的力作；在可見的未來，天下型國家這一概念，應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下文將先介紹作者所界定的天下型國家概念，繼而檢討這一概念內涵

在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有效性，指出這一概念可能比作者所

界定的更為多元，如此才更有解釋效力。 

「天下」一詞在古代中國究係專指中國，抑或指當時人認知的全

體世界？這一爭論在中日學界長久未能平息。前者側重「中國」的民

族國家(nation-state)性質，後者側重「中國」控制四夷的帝國(empire)性質。

作者則提鍊出「天下型國家」的概念，企圖藉以弭平爭論。本書第一

章根據《通典》等唐人編纂的文獻，主張「天下」以中國為根本，天

下涵蓋的範圍可以只有中國；中國的範圍大抵限於禹跡與九州之內，

即政府透過戶籍與地圖所實際掌控的區域。中國要被稱為「天下」，

                                                                                                                                    
文發表較早，未能論及本文所評之書。 

3 關於中國史研究會，參見陳耀煌，〈日本中國史研究會論近代中國的轉變

── 以足立啟二「專制國家史論」一書中心的探討〉，《新史學》，14：3 

(臺北，2003.9)，頁 12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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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藉四夷區隔出天下內外，故中國四周必須有夷狄、藩國的存在。

四夷通常在天下之外，但特殊情況下則可以被天下涵蓋(如唐太宗稱天可

汗)。唐朝的「天下型國家」理念，清楚解釋了天下、中國、四夷之間

的關係。這一理念逐漸為東亞諸國接受，成為當時普遍的政體觀念。

但日本對外只能將新羅、渤海定位為藩國，而須將唐朝定位為鄰國；

而天皇權力來源於「天孫降臨」神話，與「天下生民論」相互衝突。4

兩項因素疊加，導致中國的「天下型國家」理念對日本而言只是緣飾，

對現實政治幾無影響。 

雖然先秦已見「天下」一詞，但該書第二、三章指出：直至兩漢

之際，中國才形成「天下型國家」的理念。「天下」原指中國，但戰

國七雄的疆土擴張、秦漢王朝的對外征服，導致「天下」的範圍不斷

擴大。作者分梳先秦兩漢經學典籍有關天下觀的內容與時代，認為其

中存在四階段的變化，此變化恰與中國政治疆域的擴張相呼應： 

1. 戰國時期的《禮記．王制》── 天下即中國，面積為方三千里。 

2. 西漢今文經學注解《尚書．禹貢》── 天下即中國，面積為方

五千里。 

3. 西漢末年《周禮．職方》── 天下為中國加四海，面積為方萬里。 

4. 東漢古文經學注解《尚書．禹貢》── 天下為中國加四海，面 

積為方萬里。 

儘管天下包含了四海，四海之外仍有四荒、四極，為天下所不及，故

天下是範圍有限的領域，此為唐朝「天下型國家」理念的形成基礎。 

天下觀並非孤立發展，西漢後期所建立的南北郊祭天之制，是儒

                                                                 
4 作者闡述的「天下生民論」理念為：天子統治權力的正當性來自天命，

天命規定「天下生民」的生存為天子的責任，因此天子必須保證生民的

生存，否則便失去天命的保障。這種天命靡常的理念，與萬世一系的天

皇理念衝突甚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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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天下觀與政制結合的最具體呈現。經過王莽的短暫頓挫，東漢建立

了更完善的政制。東漢至唐的尚書六部，將禮樂、典章與法律、軍事，

分為左三部、右三部，這可視為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一古代

儒家思想在此時代的重建。作者認為隨著這些政制逐步建立，天下型

國家理念方逐漸形成。 

西嶋定生等學者認為「天子」與「皇帝」構成中國古代王權的二

重性。天子對外鎮撫四夷，皇帝對內統治中國；天子祭祀上天，皇帝

祭祀祖先。但天下為公，皇帝之家為私，公私兩者如何為一？作者在

第五章指出西漢後期以來都城周邊有各色祭壇，祭祀天地、日月星

辰、山河，藉以象徵整個宇宙。在最重要的祭天禮儀中，王朝始祖得

以配祀上天；皇帝對天稱子、對祖先稱子孫，透過親屬稱謂消解公私

之間的矛盾，進而確立了天子統治的正當性。不僅朝廷百官，州郡、

藩國也須遣使參加祭天，這象徵著天子統治及於天下與四海。唐代的

祭祀禮儀，完善呈現了天下型國家的形態。天下型國家以皇帝為中

心，綰結了私家與天下。祭天禮俗雖普見於中國華北、東北與朝鮮，

後來更傳入日本；但日本自身的天孫神話，則致使統治者不能接納天

下型國家的祭祀禮儀，故使古代日本政體發展有著獨特的道路。 

在筆者看來，作者關於天下涵蓋四夷的情形屬於特例的論述，恐

不易為學界所接受；但作者提出的唐代天下型國家理念，則仍甚具解

釋效力。作者根據唐代文獻，界定天下、中國、夷狄三者的關係，並

指出其定型當溯源於兩漢之際；若此說成立，則戰國、秦、西漢的國

家，就只能歸屬於「前」天下型國家。下文將指出戰國秦漢天下觀的

形態多元而豐富，我們若不以唐代為基本形態，便可觀察到周秦漢時

期應當出現過好幾種天下型國家；即使是東漢以後的天下型國家，恐

怕也不只唐代一種型態，魏晉南北朝天下型國家的型態便可能與漢唐

皆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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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國 

作者在第二章從《戰國策》的現實疆域、以及經學典籍的理念兩

種角度討論戰國至漢代天下的面積由小變大，進而主張《周禮》方萬

里反映的是西漢的天下觀。5但《戰國策》裡的七國疆域面積為：楚

方五千里、齊方三千里、秦方數千里、趙方二千里、燕方二千里、魏

方千里、韓方千里，面積總和達方萬五千里，已逾方萬里。如此一來，

我們就不能說《周禮》天下觀的方萬里必得見於漢代以後。先秦典籍

的時代爭議極大，學界過去論定的漢魏偽書，近年隨著簡帛的出土，

已有不少被視為戰國典籍。6民初以來關於《周禮》一書時代的爭論

上至西周初年、下達西漢末年。今日學者多贊成戰國後期之說，7作

                                                                 
5 此方法受顧頡剛影響，兩人使用材料也大致相同。佐竹靖彥近年從田制

論證的疆域記載有一定根據，並非隨意誇大，證實作者根據《戰國策》

討論天下的範圍有其參考價值。參見顧頡剛，〈畿服〉，收入氏著，《史

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13-19；佐竹靖彥，〈春秋時

代から戰國時代へ──    領域編成の問題〉，收入氏著，《中國古代の田制

と邑制》 (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383-415。 

6 參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圖書公司，2004)；李學

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李學勤，《重

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北京清華大學收藏內容有

《尚書》及其佚篇的戰國楚簡，完整出版後將重寫《尚書》今古文之爭

的學術史。參見李學勤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

局，2010)；劉國忠，《走近清華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7 現代學者爭論《周禮》的成書年代最早始於劉歆是否偽造古文經的論戰。

此問題已被錢穆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解決，故今日多數學者都肯

定《周禮》成書於戰國時期，有些學者更認為其描述的制度無法憑空想

像，編纂時肯定參考了大量西周時期的文獻。相關意見可參考，錢穆，

〈周官著作時代考〉，收於氏著，《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1)，頁 319-493；屈萬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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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受顧頡剛影響，取其下限，未免失之偏頗。 

先秦時期尚未建立大一統政權，各國君主、思想家皆有自己的天

下論述，地域文化極為多元，「天下之中」也不只一個。天下觀固會

隨時代而演進，但也會隨地域而改變。每一文本的天下觀，既可能反

映時代特徵，也可能反映地域特色。將各種文本按先後排序，得出「天

下」範圍擴大的單線發展之前，恐怕須先將文本按地域分類，探索各

地天下觀之間的交流、競逐與發展。天下型國家在戰國時期恐怕是多

元的。 

二、秦 

漢代天子與皇帝二分的觀點，自西嶋定生以降，已有不少學者接

受。然而西嶋定生亦曾據《詩經．皇矣》「皇矣上帝」推論秦代的皇

帝稱號與天帝關係密切，似乎具有神性。8易言之，秦始皇的觀念裡，

天子與皇帝可能並非二分。西漢以前可能存在與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

皇帝觀念。湖南龍山里耶秦簡 8-455 號木方有兩條詔令摘要： 

泰上觀獻曰皇帝［觀獻］。 

天帝觀獻曰皇帝［觀獻］。9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 336-339；彭林，《《周禮》主體思想與成

書年代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金春峰，《周官之成

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8 西嶋定生，《秦漢帝國── 中國古代帝國の衰亡》(東京：講談社，1997)，

頁 46-48；西嶋定生著，杜正勝譯，〈中國古代統一國家的特質── 皇帝

統治之出現〉，收入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

版社，1979)，頁 729-748。 
9 參見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 8-455號〉、胡平生，〈里耶秦簡

8-455號木方性質芻議〉，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

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1-25。最後兩字「觀獻」均為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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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上、天帝都是當時至高的天神，觀獻似為觀看奉獻之意。這則

史料似乎反映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以「皇帝」祭祀取代原有的「泰上」、

「天帝」祭祀。換句話說，皇帝不僅是天下的統治者，更是可以取代

「泰上」、「天帝」的神明。秦始皇所制定的「皇帝」地位，實比儒

家政治思想中的「天子」更高。秦朝「皇帝」的神格化程度遠高於我

們的原先估計，可能根本沒有天子與皇帝二分的觀念。以往我們受儒

家典籍影響，以為秦始皇上泰山封禪，是人間統治者意欲溝通天地的

舉措。根據里耶秦方，秦始皇既取代泰上、天帝，封禪反而成為皇帝

的巡狩。《漢書．郊祀志》曾言「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

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10參照里耶秦方，秦始皇不僅建立諸神位

次，更讓「皇帝」位於「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之上，成為神祇秩序中

的頂點，秦朝宗教體系的核心。秦朝藉由皇帝的神格化，促使政教合

一，應當是另一種天下型國家的形態。 

三、西漢 

戰國時期天下一詞開始流行，是因為先秦諸子、各國君主注意到

天下一詞在字面上不具有區隔內外的意義，適合用來重建紛亂的政治

秩序。隨著秦漢王朝的建立，統治者雖將治理的疆域稱為天下，但天

下字面意義為普天之下，非實際疆域所能達到。故用於政治論述的天

下，其意義分裂為「世界」與「中國」廣狹二義：狹義的天下用以治

                                                                                                                                    
者所補，參見拙著，〈里耶秦簡 8-455號木方選釋〉，將刊於《簡帛》，

第 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一般而言，簡較窄，牘較寬，但

里耶秦簡 8-455 號寬度近三十公分，遠過於牘的寬度，胡平生命名為

「方」，今從之，簡稱為「里耶秦方」。 
10 參見《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25上，頁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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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國，廣義的天下用以綏服四夷。 

西漢初年諸侯王僭於天子，諸侯國不屬漢廷直轄，儼然為獨立國

家；但諸侯王國為漢所封，分布於關東地區，終非匈奴、南越等四夷

可比。故漢廷必須建立狹義的「天下」論述，將直轄的內史及郡，與

非直轄的諸侯王國，一併納入統治秩序。 

面對外夷，漢廷則以廣義的天下論述將之納入統治秩序。對南

越，西漢以中國自居，將之視為蠻夷；對匈奴，西漢則以長城南北二

國並立的論述應對，將兩國均納入天下之內。無論外國是大是小，西

漢政府均能將之納入政治秩序。 

廣義天下與狹義天下的論述，共同建立了西漢政治秩序的結構，

可稱為「天下秩序」。如果西漢已存在客觀的、而且是當時人有意識

建立的天下秩序，我們說西漢已有天下型國家，似不為無理。11本書

或許過分強調唐代天下型國家的重要性，只從萌芽與發展的角度去理

解唐代以前的歷史；忽略天下型國家的「本質」、「基本型態」在漫

漫歷史長河中會不斷變遷、甚至變革。甘懷真主張漢代的「天下政體」

不一定是後世的典範，漢唐政體之間有許多變革須深入探索。12其審

慎態度值得借鏡。 

四、魏晉南北朝 

作者除了建立漢唐天下型國家，還提出有趣的問題：魏晉南北朝

士族掌握了極大的政治權力，可謂變相的封建，這是否影響了天下型

                                                                 
11 參見游逸飛，〈四方、天下、郡國── 周秦漢天下觀的變革與發展〉(臺

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2 參見甘懷真，〈重新思考東亞王權與世界觀──   以「天下」與「中國」為

關鍵詞〉，收入氏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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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形態？作者從魏晉南朝的宮闕制度入手，指出曹魏明帝創建以

太極宮為中心的宮闕制，流行於南北朝；該制模擬天象，太極殿對應

紫微，太極殿正南的閶闔門對應天闕。六朝官僚與百姓均在閶闔門上

書天子、請求赦免。無論象徵或實際，闕門都是天子與百姓接觸的具

體場所。作者又指出六朝天子通常在宮城內的華林園審判與「錄囚」

(重審都城罪犯，以決定是否釋放之)。這可能是因為刑獄之事屬於陰事，在

《春秋繁露》的方位觀中被配置於北方；故天子選擇在宮城北部的華

林園審判、錄囚(廷尉等司法官署也置於都城北部)。宮城南北都有恩赦之事，

象徵了陰陽流轉的和諧。 

作者因而認為六朝宮城象徵皇權，天子始終是名義上的天下之

主。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型國家理念仍舊活躍，士族並未取代天子，

並未建立新的天下型國家理念。到了隋唐，天下型國家的形態更加完

備。闕門、公車府、華林園的恩赦功能全被廢除，恩赦的場所轉移到

「朝堂」。皇權不再侷促於宮城，而擴及於整個都城。作者不把魏晉

南北朝視為斷裂，反而認為其為漢唐之間的重要發展環節，反映作者

理解中國史的獨特眼光。 

田餘慶研究門閥政治時，也指出門閥政治是皇權政治的變態，當

時並未建立全新的政治形態。這無疑支持作者的見解。13但作者僅從

宮闕制度論證天下型國家的存在，實嫌單薄；只引用西漢《春秋繁露》

的記載，來說明華林園審判與北方的關係，更難稱嚴謹。14魏晉南北

朝是異族入主、多國並立的時代，當時各政權未必皆有意且能成功建

立起以「中國支配四夷」的天下型國家。 

如果天下觀隨著兩漢四百年發展而逐漸趨於一元，則天下觀在魏

                                                                 
13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2。 
14 廷尉寺居北目前似乎只見一例，證據似嫌不足。參見田餘慶，《東晉門閥

政治》，頁 152，圖 4，「宋齊建康宮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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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南北朝的發展可能又趨於多元。漢晉唐天下觀或許有著從一元到多

元，又從多元走向一元的長期演變。身為過渡時期的魏晉南北朝，其

天下型國家理念的變與不變，十分值得繼續探究。以目前而論，我們

理解天下型國家概念，不宜過於單線化、一元化。 

 

(本文於 2011年 1月 20日收稿；2011年 9月 5日通過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