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史學二十二卷三期 

二○一一年    九月                                                                                                      255 

評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  ――  區域與歷史
的視角》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275頁 

沈玉慧* 

作為明清至近現代以來亞洲的外交和經濟研究者，對於濱下武志

先生(為省篇幅，以下簡稱「濱下」或「作者」)的研究想必不陌生。濱下長年

關注亞洲、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以及東南亞華僑華人等相關研究，著作

豐富，其最初的研究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關注近代中國金融市

場的發展，首先於 1974 年發表〈十九世紀後半、中国における外国

銀行の金融市場支配の歴史的特質──上海における金融恐慌との関

連において〉一文後即漸次延伸，對於中國以至亞洲的經濟、外交體

制之進程和變化提出一系列的論文。1濱下的研究激起學界廣泛迴響

和討論，可追溯至他在 1984 年「社會經濟史學會」全國大會上所進

行的報告，隨後在隔年發表〈近代アジア貿易圏における銀流通──

アジア経済史像に関する一構想〉一文，接著又陸續發表《中国近代

経済史研究──   清末海関財政と開港場市場圏》、《近代中国の国際

                                 
* 日本九州大學東洋史博士後期課程   
1 濱下武志，〈十九世紀後半、中国における外国銀行の金融市場支配の

歴史的特質──上海における金融恐慌との関連において〉，《社会経済

史学》，40：3 (東京，1974.10)，頁 22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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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機──  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朝貢システムと近

代アジア》等影響學界甚著的專著。 

濱下的研究特色在於以宏觀角度對亞洲．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發

展進行長時間且廣域而深入的研究，對於過往以西方中心主義的亞

洲．中國研究提出修正，提出應以亞洲．中國為出發點進行亞洲研究，

進而引導出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連續、反西方衝擊說以及朝貢貿易

體制等重要學說。 

本書是濱下於 2008年出版 China,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一書的中文譯作，英文版第 8 章 China and Hong Kong in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因曾以中文發

表，中文版則更換為「交錯的印度網絡和華人網絡 ──  本國匯款體系

的比較研究」，其餘章節與英文版皆同。本書含納了濱下諸多重要學

說，全書共有 9 章，其章節如下： 

一、 關於中國、東亞和全球經濟的新視角 

二、 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2 

三、 清朝秩序的集權與分權──   稅收、朝貢和移民3 

四、 區域經濟中的白銀流通與世界經濟 ──  16-19 世紀的東亞4 

                                 
2 由於濱下的論著多以日文刊載，本書各篇章亦有不少是依據日文原作刪

減增補而成，為能更深入掌握作者的原意，閱讀本書時建議也可參照相

關日文原作，因此列出各章之相關日文原作以供參考。濱下武志，〈朝

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收入氏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 (東

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頁 25-48。 
3 濱下武志，〈東アジア国際体系〉、〈朝貢と移民──  中国の対外統治と

日本〉，收入氏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

1997)，頁 12-16、59-74。 
4 濱下武志，〈近代アジア貿易圏における銀流通──  アジア経済史像に関

する一構想〉，《社会経済史学》，51：1(東京，1985.6)，頁 5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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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4-18 世紀琉球的海上網絡── 中國、朝鮮、日本與東南亞5 

六、 交涉時代的海洋亞洲和通商口岸網絡──  朝貢與條約，1800 

-1900 年6 

七、 中國的外貿金融── 白銀、鴉片及世界市場整合：19 世紀

20-50 年代7 

八、 交錯的印度網絡和華人網絡── 本國匯款體系的比較研究8 

九、 上海的海外金融網絡──  十九世紀末的朝鮮、中國與日本 

                                 
5 本章內容主要見於濱下武志，〈南海海域通航史のなかの琉球──《歴代

宝案》と《フィリピン群島》の世界〉，收入荒野泰典、濱下武志編，《琉

球をめぐる日本・南海の地域間交流史》(文部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重点

領域研究「沖縄の歴史情報研究」，琉球をめぐる日本・南海の地域間交

流史班，1998)，頁 87-100；〈海域史研究と琉球の位置〉，收入琉球中

国関係国際学術会議編，《第四回琉中歴史関係論文集》(那霸：琉球中

国関係国際学術会議，1993)。又，濱下武志，《沖縄入門──  アジアをつ

なぐ海域構想》(東京：筑摩書房，2000)一書，對於琉球在東亞海域地位

的形成、活動等，有更為深入且詳細的分析，因此本文對於琉球之相關討

論亦參考之。 
6 濱下武志，《沖縄入門── アジアをつなぐ海域構想》，頁 51-59、91-93；

〈朝貢と条約── 東アジア開港場をめぐる交渉の時代 1834-1894〉，收

入氏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頁 141-169。 
7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における貿易金融の一考察── 19世紀前半の銀価

騰貴と外国貿易構造の変化〉，《東洋学報》，57：3.4(東京，1976.3)。 
8 濱下武志，〈国際収支表と華僑送金〉、〈香港とシンガポール〉，收

入氏著，《中国近代経済史研究── 清末海関財政と開港場市場圏》(東

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83) ，頁 139-153、248-272；〈ヒト、

モノ、カネ、情報とネットワーク── 華僑世界との対比において〉，

《沖縄文化研究》，25(東京，1999.3)，頁 197-215；〈華僑・華人史研究

をめぐる東南アジアと東アジアの連続と断絶〉，《東南アジア研究》，

43：4 (京都，2006.3)，頁 33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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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 1 章為英文版編者序言，對濱下的學思歷程和學說有精闢

且深入淺出的介紹，對於了解其研究有相當的幫助。其餘章節則可說

是含括了朝貢體制、朝貢體制下人員(朝貢使節、中國海商)和物品(白銀、

生絲、陶瓷、鴉片)的流通、近代朝貢體制和西方條約制度間的相互折衝

及影響，及近代華僑、印僑、僑匯等重要研究成果。 

濱下的朝貢體制論主要是反駁1970年代前史學界普遍流行的「衝

擊──  回應說」，進而指出西方勢力和條約制度是附屬於「亞洲．中

國體制」下運作，而所謂的「亞洲．中國體制」正是以中國為中心的

朝貢體制。因此，本書第 2 章便是對朝貢體制理論和其架構的論述，

即朝貢體制是中國官僚體制的延伸，藉由與前來朝貢的各國進行貿易

活動發展出朝貢貿易圈。第 3 章則是以中國官僚體制下戶部的賦稅收

取與分配的集權、分權制度以及迴避制為例，說明中央對地方施行自

治，由此佐證中國和各朝貢國間關係即是此關係的延長和投射。 

此外，濱下提出進行亞洲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即是區域圈概

念。他指出應跳脫出過往多以國家為單位，改以區域圈為視角重新檢

視前近代的亞洲歷史，朝貢貿易圈便是最為主要的區域圈之一。區域

圈的形成、擴展以及連結，與其間人員和物品的流通極為密切，因此，

第 3 章後半部是關注朝貢貿易體制下人員的移動及其歷史發展；第 5

章則是透過十四至 十八世紀琉球海上貿易活動的形成及其建立，觀察

其間人員的組成。琉球因獲得來自中國賜與朝貢所需的船隻，閩人三

十六姓等航海、朝貢文書製作的技術人員，以及不定期前往朝貢貿易

等優惠的條件，漸次獲得海外貿易的機會和利器，成為連結東亞和東

南亞貿易圈的中介者。 

除此之外，前往東南亞各地進行貿易活動的中國海商，甚至因其

貿易知識和漢文能力出任東南亞諸國的朝貢使節，活躍於東南亞海

域，這也有助於琉球的貿易活動。又隨著中國海商的移動，除了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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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外，因宗教活動和海難事件，也衍生出「媽祖信仰圈」和「漂流圈」

等社會網絡。9 (頁 93) 

第 4 章討論區域圈內的物品流通。由於十六至十九世紀世界對於

中國生絲和茶葉的大量企求，且以白銀作為支付貨幣，促使白銀大量

流入中國，白銀因而成為串連起歐洲至亞洲間各貿易圈的重要媒介。

濱下因而指出吸納大量白銀的中國為當時世界的貿易中心，並以此反

駁「歐洲中心論」的歷史觀。除了白銀之外，濱下還將目光投注於金

和銅的流通，並透過金、銀、銅的相互比價，顯示各區域間貨幣流通

的緊密關連和多樣性的存在。 

隨著時代的變遷，到了近代，濱下所提的域圈、人員和物品的流

通內容有所變化，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也因西方條約體制的導入

而有所調整。對此濱下在第 6 章中以道光十九年(1839)清朝延長各朝貢

國的貢期，將貿易政策從朝貢貿易轉換為重商主義等對外政策的調

整；中朝兩國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以及朝鮮和歐美各國

簽訂條約時折衝過程等，清朝與朝貢國面對條約體制衝擊朝貢體制時

的各種舉措指出，朝貢與條約體制並無抵觸，反而是在朝貢觀念中逐

漸加入條約體制的概念，且條約體制並未取代朝貢體制，而是從屬於

                                 
9 有關朝貢貿易圈的擴展，近年提出互市體制論的岩井茂樹指出：明清時

期中國實行「海禁」政策，將海外貿易置於國家的嚴密統治之下，中國

海商無法自由出海貿易，面對蓬勃的海上貿易活動和利益驅使，中國海

商改以走私、賄賂，或出任東南諸國的朝貢使節等方式來進行海外貿易；

站在國家統制的角度而言，中國海商與朝貢貿易圈的發展並非濱下指出

的相輔相成，而是相互衝突。詳細內容參見岩井茂樹，〈朝貢互市〉，

收入和田春樹等編，《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 19世紀》(東京：岩波書

店，2010)，頁 136。但仍需留意的是，從制度而論，兩者雖有衝突，但透

過非法途徑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海商，確實也是朝貢貿易圈的擴展和連

結不可忽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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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體制。(頁 111) 

濱下又透過光緒十五年(1889)李鴻章對於關稅總稅務司羅伯特‧

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因關稅問題，提出朝鮮究竟是否為清朝之藩屬

國的詢問時，回應朝鮮是一獨立國家的談話內容指出，中朝兩國間無

法以國與國間的條約關係抑或是宗藩關係予以理解，而是「地域秩序

原理」，以此顯示朝貢和條約並存的交涉時代的出現。(頁 131)之後則

因朝貢各國間彼此華夷意識的競逐，以及清朝重商主義的傾向等內部

因素導致朝貢關係的終結。10由此論證中國的近代化並非受到西方衝

擊所致，而是在既有的朝貢體制下進行，具有歷史發展的連續性。11 

人員流動方面，到了十九世紀則由中國海商轉變為華僑、印僑。

此一變化主要是因為英國的奴隸貿易停止，加上殖民地砂糖、橡膠等

經濟作物的種植，導致勞力需求增加，促使中國和印度的勞動移民人

口增加，香港則成為移民前往東南亞各地的中繼站。12大量的僑民外

出勞動後將勞動所得寄回家鄉，促使僑匯流通進而也形成各貿易圈的

連結。(第 8章)在物品和貨幣的流通方面，則因鴉片大量流入中國，以

及鴉片戰爭賠款之故，造成白銀大量流出、銀價騰貴，支付貨幣因而

由白銀轉換為匯票，進而促成了多國雙邊貿易關係(英國──印度──中

                                 
10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頁 27-28。 
11 關於此部分，主張非連續性的杉原薰反駁說：即使在西方勢力和條約體制

下，朝貢體制具有潛在作用影響條約制定的交涉和內容，但並不足以使中

國立於主導地位；朝貢體制的潛在作用是面對西方勢力和條約體制而採行

的對應方式；西方勢力所進行的殖民地和居留地貿易體制的建立，對亞洲

的國際體制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杉原薰，〈近代アジア経済史における連

続と断絶── 川勝平太・濱下武志氏の所說をめぐって〉，《社会経済史

学》，62：3(東京，1996.9)，頁 87-93。 
12 許世融，〈評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契機── 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

近代アジ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臺北，1997.12)，

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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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英國──美國──中國)的連結，中國市場因此成為當時以倫敦為中心

的國際金融體制的一環。(第 7章)連結各區域圈的中繼點也由十四至 十

八世紀的琉球，因口岸開放、金融市場成立等因素，而改以香港、新

加坡、上海等地為中心。(第 9章) 

濱下的論述獨特、新穎，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學界也有不少精闢

而深入的討論，無須筆者多言。有鑑於濱下在該書的出版座談會上提

到，該書與過往其他著作的不同之處在於，過去多以中國史料為基

材，此書主要則是利用琉球的《歷代寶案》檢視明清中國和各朝貢國

在朝貢貿易體制下的作用，以及藉此觀察由官方和民間海洋活動所構

築而成的海域網絡。13基於筆者近年多關注琉球研究，因此將針對書

中所提東亞海域網絡下琉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透過琉球所見的朝貢

體制影響力究竟為何等進行粗淺的分析、討論。 

洪武五年(1372)，琉球受明朝招諭派遣使節前往朝貢，成為朝貢體

制的一員後，由於明朝的優惠待遇，而獲得發展海外貿易的契機。琉

球透過在中國購得的絲綢、陶瓷等物品轉售至東南亞各國，以換取進

貢時所需的香料、染料(胡椒、蘇木、丹木、沈香等)，進而成為東亞和東南

亞各國間的貿易轉運中心，往來於中國、日本、朝鮮、暹羅、三佛齊、

爪哇、馬六甲、蘇門答臘、安南、北大年等國之間。對於當時琉球活

躍的海外貿易，學界常稱之以琉球的「大航海時代」或「大交易時代」。

濱下則將此時期透過琉球串連而成的區域範圍稱為「琉球網絡」(頁

96-97)。在琉球網絡下，其網絡腹地涵蓋日本(薩摩、九州)、朝鮮半島、

福建、臺灣、東南亞、甚至遠至太平洋上的密克羅尼西亞等。14其貿

                                 
13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網站發佈，濱下武志《中國、東

亞與全球經濟》中文版出版發行座談會之會議記錄，http://www.ssap. 

com.cn/zw/366/7080.htm，網頁擷取日期：2011年 9月 11日。 
14 濱下武志，《沖縄入門──  アジアをつなぐ海域構想》，頁 1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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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往來特徵為，十五世紀初至十六世紀中與東南亞各國間的貿易活

絡，到了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則漸次減少，反之與中國、朝鮮以及日本

間的貿易往來則增加。(頁 96、107) 

琉球之所以成為往來於東亞和東南亞間的中繼站，除了明朝的各

項優惠朝貢政策外，明朝的海禁政策、不穩定的日明關係以及倭寇問

題，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明初為了遏止沿海地區嚴重的倭亂，除了

實行海禁政策之外，也曾同時遣使招諭日本。然因時值南北朝分裂政

權，招諭並未成功。洪武廿五年(1392)足利義滿開創室町幕府建立統一

政權後，明朝亦多次遣使促其進貢，但遣使斷續並不穩定。因此，明、

日兩國間的商品流通和交涉往來，實需仰賴當時活躍於東亞海域的琉

球。例如宣德七年(1432)轉送招諭日本敕諭；嘉靖二年(1523)的寧波爭

貢事件，轉送明、日兩國的國書等。另由於猖獗的倭寇問題，明朝還

藉由授與琉球華僑武職，使琉球擔負對日、倭寇的情報供應者和監視

者角色。15 

琉球中介角色的形成實是基於上述多重因素，因此即便在十五世

紀末明朝開放部分海禁，中國商人與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出現並活躍

於於亞洲貿易航線；十六世紀因明朝縮減對琉球的優渥朝貢政策，導

致琉球海外貿易成本增加，影響海外貿易的規模等因素下，琉球漸次

喪失東亞和東南亞間貿易轉運的地位和機能，但仍擔負起東亞間交涉

和情報傳遞的中介者，如萬曆年間的朝鮮之役時，琉球曾將日本情報

提供給明朝與朝鮮。16 

                                 
15 赤嶺守，《琉球王国》(東京：講談社，2004)，頁 47-48。關於明朝仰賴

琉球蒐集日本和倭寇情報，亦見濱下武志，《沖縄入門──  アジアをつな

ぐ海域構想》，頁 42-43。 
16 詳細內容參見沈玉慧，〈琉球情報傳遞角色之形成及建立──      以明清時期

中日間的往來交涉為中心〉，收入辛德蘭主編，《第十屆中琉歷史關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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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貢體制的影響力方面，濱下以《歷代寶案》中琉球與東南亞

各國往來的文書，主要為中國官方文書體制下表示平行對等關係的咨

文，指出朝貢體制的影響及於各朝貢國間。17然而除此之外，還可在

其他層面看見朝貢體制的影響，如前述朝鮮和琉球間的情報流通是在

前往中國朝貢時進行的，而兩國早自嘉靖九年(1530)起即經由北京互換

國書進行官方往來。18至崇禎七年(1634)以後，雖未見此官方活動，但

至清末為止兩國使節仍舊透過前往朝貢的機會，送還彼此的漂流民、

在參與朝貢活動的公場域中進行交流，探詢彼此的國內外情報，或是

前往住宿館舍進行物產贈答，以示友好之意。19另外，朝鮮和安南使

                                                                    

術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2007)，頁 161-169。 
17 濱下武志，《沖縄入門── アジアをつなぐ海域構想》，頁 55-56。 

18 孫承喆，〈朝・琉交隣関係と史料研究〉，《8-17世紀東アジア地域にお

ける人・物・情報の交流── 海域と港市の形成、民族・地域間の相互認

識を中心に(下)》 (平成 12年度～平成 15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

果報告書，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04)，頁 151-155。 
19 紙屋敦之，〈北京の琉球使節〉，《月刊歴史手帖》，23：6(東京，1995.6)，

頁 10-16。松浦章，〈朝鮮使節の琉球通事より得た台湾鄭経、琉球情

報〉，《南島史学》，63(東京，2004.4)，頁 1-13；〈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

朝鮮使節が北京で邂逅した琉球使節〉，《南島史学》，72(東京，2008.12)，

頁 21-37。張源哲，〈朝鮮と琉球における文学的交流の一局面── 漢詩

の交歓を中心に〉，《8-17 世紀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人・物・情報の

交流── 海域と港市の形成、民族・地域間の相互認識を中心に(下)》，

頁 116-125。夫馬進，〈一六○九年、日本の琉球併合以降における中国・

朝鮮の対琉球外交──東アジア四国における冊封、通信そして杜絕〉，

《朝鮮史研究論文》，46(東京，2008.10)，頁 5-38。沈玉慧，〈清代北京

における朝鮮と琉球使節の邂逅〉，《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7(福岡，

2009.3)，頁 93-114；〈清代北京における朝貢使節間の交流── 朝鮮・

琉球使節を例とし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9(福岡，2011.3)，

頁 11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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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在北京相遇時也曾多次詩文唱和。20即在朝貢體制下，朝貢也是各

朝貢國間往來的途徑之一。 

然而朝貢體制的影響力也擴及至非朝貢國，如在朝貢貿易利益的

驅使之下，日本薩摩藩於萬曆年間試圖透過福建商人和琉球進行恢復

對明貿易失敗後，遂於萬曆卅七年(1609)出兵琉球，藉由直接統治琉球

以參入中琉間的朝貢貿易。21到了明末清初，由於日本實行「鎖國」

政策，琉球也因而成為其對外往來的四個途徑之一，擔負起取得中國

商品和官方情報的重要任務。22另遭逢薩摩藩入侵後的隔年，琉球國

王尚寧身著明朝所賜之皮弁冠服前往江戶會見幕府將軍，之後為了慶

賀新任幕府將軍繼位，前往江戶的琉球使節們也身著中國式官服。此

外，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九年(1710)江戶幕府雖欲中止琉球使節

                                 
20 清水太郎，〈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中国での邂逅── 18 世紀の事

例を中心に〉等關於朝鮮和安南使節於北京交流活動研究的論文，分別刊

載於《北東アジア文化研究》，12(倉吉，2000.10)，頁 15-31；14(2001.10)，

頁 31-47；16(2002.10)，頁 35-54；18(2003.10)，頁 63-83；22(2005.10)，

頁 39-58；〈北京における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交流── 15 世紀

から 18世紀を中心に──〉，《東南アジア研究》，48：3(京都，2010.12)，

頁 334-363。 
21 參見喜舎場一隆，〈進貢貿易と薩琉関係── 密貿易統制を中心として〉，

收入氏著，《近世薩琉関係史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93)，頁

517-544；上原兼善，〈琉球貿易への介入〉，收入氏著，《幕藩制形成

期の琉球支配》(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頁 234-272。 
22 當時日本分別透過長崎、薩摩藩、對馬、松前藩與中國商人和荷蘭、琉球、

朝鮮、蝦夷等進行對外往來並取得海外情報。就情報量而言，藉由前往長

崎貿易的中國海商所得的情報最多(康熙廿三年解除遷界令後，甚至高達

190餘艘，之後逐次限制，至康熙五十四年的正德新例限制為每年 30艘)，

然所提供的情報多為民間巷聞，與琉球藉由朝貢所得的官方情報不同。參

見紙屋敦之，〈大君外交海外情報〉，收入岩下哲典、真栄平房昭編，《近

世日本海外情報》(東京：岩田書院，1997)，頁 9-23；紙屋敦之，《歴史

のはざまを読む──   薩摩と琉球》(沖縄：榕樹書林，2009)，頁 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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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派遣，後因薩摩藩強調琉球的朝貢次數和地位皆僅次於朝鮮，排名

第二，若令其遣使江戶則更能增添將軍之威望，遣使因而照舊。23這

些皆顯示無論是在貿易往來、情報流通以及幕府將軍的威望等各層

面，琉球身為朝貢國的重要性，而朝貢體制對於早已與中國中止朝貢

關係的日本仍具有影響力。 

另一方面，琉球在遭薩摩藩統治後，為了自國之存續極力維持與

中國間的宗藩關係，如萬曆四十四年(1616)向明朝通報日本將出兵臺灣

之情報，並在本國進行設置孔廟、成立家譜、恢復國子監生派遣等中

國化政策，藉以顯示其對於中國的忠誠。24反之，琉球也因其朝貢國

之地位成為幕藩體制下的「異國」而非直轄之統治領域。25另薩摩藩

也為了維持中琉間朝貢貿易的順利進行，在與琉球的協議下，決定對

外隱瞞琉球與日本，尤其是與薩摩藩間的上下從屬關係，26隨後琉球

也藉此推展中央集權並整備國內體制。27由此可見日(薩)、琉各自對於

                                 
23 紙屋敦之，《歴史のはざまを読む── 薩摩と琉球》，頁 71-72。 
24 相關研究參見赤嶺守，《琉球王国》，頁 110-135；伊藤陽寿，〈久米村

孔子廟創建の歴史的意義── 十七世紀後半の政治的視点から──〉，

《沖縄文化研究》，36(東京，2010.3)，頁 101-135；豊見山和行，〈敗者

の戦略としての琉球外交── 「唐‧大和の御取合」を飼い慣らす〉，《史

苑》，70：2(東京，2010.3)，頁 32-47，以及同期期刊中紙屋敦之、渡辺

美季的評論。 
25 紙屋敦之，《歴史のはざまを読む── 薩摩と琉球》，頁 76-78。 
26 參見喜舍場一隆，〈近世期琉球の対外隱蔽主義政策〉，收入氏著，《近

世薩琉関係史の研究》，頁 255-275；紙屋敦之，〈琉球の中国への進貢

と対日関係の隱蔽〉，收入早稻田大学アジア地域文化エンハンシング研

究センター編，《アジア地域文化学の発展──  21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

研究集成》(東京：雄山閣，2006)，頁 155-161。 
27 渡辺美季，〈清に対する琉日関係の隱蔽と漂着問題〉，《史学雑誌》，

114：11(東京，2005.11)，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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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體制影響力的運用。28 

另一方面，濱下還把朝貢體制的影響力用於解釋各朝貢國間的關

係，將朝鮮── 琉球、琉球── 日本、朝鮮── 日本、越南── 老撾

等各國間的往來定位為衛星朝貢關係。(頁 24-25、74)此一論述首見於

1990 年出版的《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一書，其中指出以中國為中

心的朝貢體制激起了各國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進而衍生出各自的中

華正統觀。(頁 35)1997年《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一書則指出在

華夷觀下，各國時而因其主權政治之故，產生華、夷關係的轉換，發

展出小中華之概念。(頁 173-174) 2000 年出版的《沖縄入門──アジア

をつなぐ海域構想》一書更明確指出華夷秩序作為朝貢體制的主要特

徵，各國基於各自的華夷意識，發展出以己為華、以他者為夷的對外

關係，因而將先前提出的「衛星朝貢關係」修改為「衛星華夷秩序」。

(頁 104-107)換言之，即各國是以自身的華夷秩序進行對外往來，如萬曆

年間以來朝鮮和日本間的通信使往來，分別立基於日本「大君外交」，

和朝鮮的事大交鄰政策。 

濱下雖在書中將十四世紀朝鮮和琉球兩國直接遣使往來的關係

是「小規模的朝貢關係」，(頁 74)此應是衛星華夷秩序下的往來關係，

                                 
28 日琉間的貿易和外交活動往來頻繁，日本對於琉球也有不小的影響力，如

十五世紀時，琉球已有日本人居住，甚至出現日本人居留地。參見上里隆

史，〈古琉球・那霸の「倭人」居留地と環シナ海世界〉，《史学雑誌》，

114：7(東京，2005.7)，頁 1-34。此外，日本禪宗亦擔任日琉間外交往來；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期，漂流至明朝的琉球人多次被誤認為是倭人，

可見日本對琉球多方面的影響。參見伊藤幸司，《中世日本外交禪宗》(東

京：吉川弘文館，2002)，頁 240-315；赤嶺守，《琉球王国》，頁 55-62；

渡辺美季，〈琉球人か倭人か── 16世紀末から 17世紀初の中国東南沿

岸における「琉球人」像──〉，《史学雑誌》，116：10(東京，2007.10)，

頁 1-36。由於本文主要聚焦於朝貢體制在東亞的影響力，因此在文中對

於日琉間的往來和相互影響並未多加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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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朝鮮是以其對外的鄰國通交之禮與琉球進行往來。29然在此一關係

中，琉球並未視朝鮮為「華」，加以兩國間的往來尚有博多、對馬等

日本海商的介入，進而引發「偽使」問題，內容相當複雜。30 

又近年增田えりか和三王昌代透過比對暹羅、蘇祿與清朝間國書

發現，清朝方面將暹羅與蘇祿致自國的平行國書內容，在翻譯成漢文

時修改為上下臣屬關係。31如此，則部分的朝貢關係是在清朝意圖性

的詞彙操作下出現的，所謂的朝貢體制也並非全是建立在雙方具有同

等共識下。朝貢體制下中國與朝貢國間的關係有此現象，而各國間的

往來亦如上所述亦有立於不具共識的且各自對外政策之下，因此，實

有跳脫出朝貢體制的框架，重新檢視東亞各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 

在琉球的海外貿易活動方面，囿於史料所限之故，一般多認為自

十六世紀中葉琉球海外貿易活動衰退後，琉球的貿易活動對象僅限中

國和九州。但濱下利用 1519-1738 年間西班牙史料中有關琉球的紀

錄，指出琉球因亞洲和歐洲金銀對價所產生的利潤，而派遣船隻前往

呂宋和馬尼拉等地與西班牙進行交易，因而進入一更為寬廣的白銀交

易圈內，其貿易活動亦顯得多樣。(頁 97-98)此一史料對於補足琉球海

                                 
29 高橋公明，〈外交文書『書』．『咨』〉，《年報中世史研究》，7(名古

屋，1982)，頁 72-95，相關論述整理參見岡本弘道，〈明朝朝貢体制から

見た琉球の対明朝貢の実態〉，收入氏著，《琉球王国海上交渉史研究》

(沖縄：榕樹書林，2010)，頁 216-217。 
30 相關研究參見橋本雄，〈朝鮮への「琉球国王使」と書契── 割印制〉，

收入氏著，《中世日本の国際関係── 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偽使問題》(東

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 74-115；高瀬恭子，〈朝鮮と琉球〉，收入

於內田晶子等著，《アジアの海の古琉球── 東南アジア・朝鮮・中国》

(沖縄：榕樹書林，2009)，頁 113-149。 
31 増田えりか，〈ラーマ 1世の対清外交〉，《東南アジア── 歴史と文化》，

24(東京，1995)，頁 25-48；三王昌代，〈清中期におけるスールーと中

国のあいだの文書往來〉，《東洋学報》，91：1(東京，2009.6)，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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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易的空白時期別具意義。 

近年上里隆史亦承此說指出，過往的研究多以《歷代寶案》中與

東南亞間的往來文書僅收錄至 1570 年，即以此為琉球的東南亞貿易

活動的年代下限。然 1570 年以後，不論是對中國的進貢品，或是致

贈薩摩藩的禮單中，仍可見蘇木等東南亞物產，且 1609 年以後薩摩

藩曾經由琉球致書菲律賓總督。另外，由於《歷代寶案》中所收錄的

是琉球與各朝貢國間的往來文書，因此未見與日本間的往來文書。同

樣地《歷代寶案》雖未見琉球與非朝貢國菲律賓間的往來文書，但如

上所見，則無法因此斷定兩國間並無往來。因而更加強十六世紀以後

琉球與東南亞間應仍有貿易往來一說。32 

透過濱下對琉球的研究，使我們更為深刻地體會到朝貢體制在東

亞和東南亞的影響力及其重要性。亦即琉球在朝貢體制下成為東亞和

東南亞間的貿易轉運站，並且串連兩貿易圈的關鍵中介角色。而從其

對外關係則可看見，朝貢體制的影響力由中國和朝貢國間，延伸至朝

貢國和朝貢國間。 

而琉球除了是連結東亞和東南亞兩貿易圈的轉運站外，同樣也扮

演中、日、朝間物品流通、交涉以及情報傳遞的中介角色，並且也是

日本在「鎖國」期間取得中國商品和情報的重要來源之一。由此亦可

見朝貢體制的影響力延展至朝貢國和非朝貢國間。又若以琉球的角度

出發則可發現，琉球並非僅是被動地受朝貢體制的影響，在面對中國

和日本兩國，也主動地利用其於朝貢體制下的地位，藉以維持其對外

往來的順暢和其獨立性。因此，透過琉球，除了可見其在東亞海域所

扮演交涉、商品以及情報流通的中介角色外，還可看到朝貢體制在東

                                 
32 上里隆史，《琉日戦争一六○九──島津氏琉球侵攻──》(沖縄：ボーダ

ーインク，2010)，頁 48-52；〈古琉球・那霸の「倭人」居留地と環シナ

海世界〉，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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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各國產生的各種作用力。然各國間的往來關係，則還仍須跳脫朝貢

體制的框架，或是從各國的角度出發才可看出不同的風貌。 

對於本書有關琉球之論述，在此有幾點意見提供作者日後改版時

參考：作者在頁 80 指出，十六世紀初朝鮮和琉球間的遣使往來中斷，

而後朝鮮於萬曆十八年(1590)將琉球漂流民送還至中國，兩國即經由北

京進行往來。但兩國經由北京的往來活動始於嘉靖九年(1530)而非萬曆

十八年。33頁 107 中指出琉球與東南亞間貿易活動衰減的同時，與朝

鮮和日本間的貿易量卻相對增加，對此作者參引的史料為《歷代寶案》

第 15 卷，然該卷內容為康熙廿一年至卅五年間(1682-1696)琉球國王致

贈康熙帝的咨文。又就史料所及，朝鮮和琉球自嘉靖九年藉由前往明

朝朝貢的機會在北京進行往來後，僅見國與國間的贈禮，並未見雙方

貿易往來。34 

另在翻譯部分評者也有幾點修改建議：頁 21 由中國授予各國的

「認證書」，所指的應是「勘合」；頁 25 注 13 中「中旬孝榮」應是

「中村榮孝」；頁 76 的「中山沿革史」應是「沿革志」；頁 106 注 4

中「小葉田諄」應作「淳」；頁 97 中的「辣椒」應是「香辛料」(spicy)

等。又文中出現的地名也有不統一的現象，如同樣指稱明朝時的暹

羅，頁 21 使用「泰國」，頁 107 則作「暹羅」；明清時期的朝鮮在

第五章、第六章中皆以「朝鮮」表示，但頁 107 卻使用「韓國」一詞。

地名不統一的表現方式，對於讀者容易產生混淆。頁 24 最後兩行中

提到朝鮮在德川幕府時期曾向日本派遣「朝貢使團」，但英文版中實

使用“missions”一詞，(頁 18)日文原著中也僅見「使節往來」一語，兩

                                 
33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中宗實錄》(漢城：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

1956)，卷 69，中宗廿五年(1530)十月己未條、辛酉條、癸亥條、甲子條、

乙丑條。 
34 相關史料參見《歷代寶案》，第 1集，第 3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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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不具有朝貢往來之意，故此一翻譯容易誤導讀者。(頁 34)另外，在

引文方面，譯者應是依據英文版本將書中的引用史料翻譯為中文，然

書中不少引文原為漢文史料如《歷代寶案》、《朝鮮王朝實錄》、《明

實錄》、《清實錄》等，翻譯時若能查回原始的漢文史料，讀者或更

易於理解。 

 (本文於 2011年 4月 24日收稿，2011年 5月 26日通過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