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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清一代對疆土版圖觀念的嬗變
鄒

逸

麟*

一，清代大一統疆域的形成
17世紀中葉，統治了中國276年的明朝，為興起於遼東女真族所建立的清朝所滅，中華帝國
的疆域進入了一個嶄新的時代。
清代統一疆域的形成，有一個相當曲折和漫長的歷史過程。從1583年明遼東建州女真努爾哈
赤發難，先統一了東北女真諸部，後又佔據了明代遼東都司故地，1644年進山海關推翻明朝，
1683年平定臺灣，據有明朝全部故土，前後整整化了100年的時間。在此期間，清朝對蒙古地區
推行“遠交近攻＂之策，以“厚賞＂
、
“聯姻＂並雜以武力方式，完成了對漠南蒙古諸部的統一。
1688年漠北外喀爾喀蒙古舉旗投清，外蒙古進入版圖。中國歷史上除了蒙元朝，蒙古高原從未真
正與中原王朝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內外蒙古進入清朝版圖，確為曠古未有之盛事。其後雍正論
及國家統一時指出：
“歷代以來，各蒙古自為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歴
前明二百餘年，我太祖皇帝開基東土，遐邇率服，而各蒙古又復望風歸順，咸稟正朔，以迄於
今。是中國之一統始于秦氏，而塞外之一統始於元代，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
1）
廣，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統一者，亦皆天時人事之自然，豈人力所能強乎？＂

然康熙以來，西北尚有強大的準噶爾部未入版圖，其所控地跨蔥嶺東西、天山南北，東抵哈
密，西及中亞，疆土之廣，不下於中原；又勾結沙俄，覬覦中華。後由康、雍、乾三朝，經歷大
小多次戰役，歷時數十餘年，終於乾隆二十二年（1757年）、二十四年先後征服準噶爾和平定天
山南路大小和卓木，將巴爾喀什湖以東、以南的廣大西北疆域收入版圖。同時順、康年間先後冊
封達賴、班禪額爾德尼，賜以冊印。後又擊退準噶爾入藏軍，西藏遂入版圖。清王朝的疆域達到
了中國歷史上空前遼闊的範圍。史稱“自茲以來，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勒至於蔥嶺，
北極外興安嶺，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莫不稽顙內鄉，誠系本朝。
＂2）
我國歷史上疆域的變遷，與地理環境有關。我國地處亞洲的東部，北面是蒙古高原的茫茫大
漠，向東延伸為外興安嶺，西北為阿爾泰山，西面為帕米爾高原，西南為青藏高原，東部和東南
＊ 復旦大學歷史地理研究中心

教授

1）《雍正起居注》雍正七年六月二十六日，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藏。中華書局影印，第四冊，2910頁。
2）《清史稿》卷54《地理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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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面臨大海。在這樣四周封閉的地理環境下，決定了我國歷史上疆域的拓展、內縮，基本上在這
個範圍之內。同時，由於地域遼闊（東西跨62經度，南北跨50緯度）
，不同的氣候和地貌條件，
在此範圍內形成了東亞季風區、西北乾旱半乾旱區和青藏高寒區等三大自然地理區。這三大自然
區內的先民們，根據自身所處的特定地理環境，逐漸形成了從事農耕、畜牧、採集和狩獵等三大
經濟區。在大漠以南、青藏高原以東的東亞季風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來，最早進入農業文明社
會，從商周以降，農業生產逐漸占主要地位，到了西元前221年秦統一國家疆域的形成，基本上
包含了所有農耕區。換言之，我國最早統一國家疆域的形成是建立在同一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
所以秦漢以後，歷代漢族王朝的疆域概念，主要是指其統治下的農耕區，以後中原王朝疆域的伸
縮變化，主要是在與北部乾旱和半乾旱區遊牧民族（匃奴、鮮卑、柔然、突厥、契丹、蒙古）之
間，為了爭奪生存空間和人口、物資而發生的。八、九世紀以後，原處於比較落後高寒區的狩
獵、採集經濟的民族，逐漸發展為以遊耕、狩獵為主，政治上也出現了部落聯盟或國家政權的形
式（渤海、女真、吐蕃）
，於是開始與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發生了土地、資源和人口的爭奪。概
言之，清代中葉以前我國歷史上疆域變化，實質上是由三大自然區決定的三大經濟區之間的交融
與爭鬥的表現。
清代前期統一帝國的形成，是將二三千年來，形成的農耕、畜牧、狩獵採集三大經濟區融合
在一個政權之內，是三大經濟區的民族在長期相互交流、融合的自然結果。此後對三大經濟區的
協調，完全可以通過政治手段，而不是軍事手段，從而大大減少了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性，為各經
濟區的發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創造了良好的條件。

二，清代及其以前傳統的疆土、版圖觀念
在我國傳統中國社會裏，歷代中原王朝統治者認為他們所統治的核心地區是所謂“九州＂，
為天下之中。“九州＂之外有甸、侯、綏、要、荒等五服，五服之外，為四海，即蠻夷之地。古
人心目中，其直接統治農耕區是為中國本土，其周圍四夷均為臣屬之地，所謂“天子有道，守在
3）
宋人石介《中國論》代表了典型的傳統中國觀，他說：
“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
四夷。
＂

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
＂4）古代王朝所謂守禦疆土的主要任
務，是保護好所統治的農耕區，就是本土。其周圍為臣服的四夷，四夷的經濟、文化遠落後于中
原，只是臣服朝貢關係，無須有明確的界域，因此當時沒有明確的國界線的概念。雖然在歷史上
曾經有過唐蕃、宋遼、宋金的劃界，但實際只是一種臨時的軍事分界線，在沒有對立民族或政權

3）《左傳》昭公二十三年：
“楚囊瓦為令尹，城郢。沈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國焉用城？＂所以後人發揮為“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諸蕃雖地有遠近，情有逆順，正朔有及不及，而凡
我行人轍跡曾至者，皆因事備書，以昭國家一統之盛。＂
（《殊域周咨錄》卷一）
4） 載陳植鍔點校《徂徠石先生文集》116頁，中華書局，198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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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區，就沒有產生過這種界線。因此這種界線與現代國家的邊界線含義不同。
今天大家公認的表示國家疆域領土的“版圖＂一詞，在我國傳統社會裏主要指中央王朝派官
直接控制和治理的人口和土地。
《周禮 · 夏官 · 職方氏》
：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
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六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六畜之數要。周知其利
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利。＂
《清史稿》卷283《何國宗傳》論曰：“國家有疆宇，謂之版圖。
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
＂ 版，即版籍，人口統計數字；圖即所據有土地的地圖。我國數
千年傳統社會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土地和人口（勞力）
，就是國家統治的基礎。所以“版圖＂
一詞，就是指王朝直接派官治理，所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並據此按規定征納賦稅和勞（兵）役。
但在我國數千年傳統社會裏，中央王朝所統治領土內的情況非常複雜，有的是朝廷直接控制的人
口和土地，有的則是通過邊區少數民族首領控制的羈縻地區。因此，歷史文獻中所謂“版圖＂
，
往往包有上述兩層意思，沒有嚴格限定為今日國家版圖的含義。在統治集團的心目中，前一種含
義才是他們最為關注的“版圖＂
。例如，漢武帝西逐匈奴，控制了西域之地，置有西域都護府，
但在《漢書地理志》裏只記農耕區的103郡國。唐朝盛時，平突厥，西北諸蕃及蠻夷均已內屬，
但在其地置羈縻都督府州，以其部落首領為都督、刺史，皆得世襲。
“雖貢賦版籍，多不上戶部，
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領。
＂5）就是對中原農耕地區以外周邊少數民族地區採取羈縻的
統治方式，即對中央不納賦稅，不服勞役，與內地農耕區不同。到了明代，
“即使在中國的統治
已經推到長城以外，並設置戍軍以支援的時候，其目的也是不對外發展，而是一種防禦性佔領，
以填充可能被利用來攻擊中國邊界的缺口。
＂6）
清代康、雍、乾三朝大統一帝國疆域的最後形成，使清代統治者面對的是空前遼闊的疆域，
擴大了的邊疆的視野。歷史上中原王朝的北邊長城已經失去了國防的意義，不過是一條天然農牧
分界線而已。康熙三十年（1691年）康熙巡幸喀爾喀蒙古地時，躊躇滿志地對扈從諸臣說：
“昔
7）
由此可見，清
秦土石之功，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更為堅固。
＂

代前期統治者對疆土的視野遠遠超過了以往歷朝歷代。但是數千年來形成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的觀念並未完全退出歷史舞臺，這可以從清代統治者對其領土的管理和對“版圖＂的觀念中反映
出來。
清廷統一以後，對轄下廣大領土的不同地區，採取不同的統治方式和行政體制，大體上分為
三種類型：（一）直省，即內地十八省，為明代故土，是傳統的農耕區，清初仍沿明制，採取兩
京十三布政使司制度，不過改南京為江南，初為十五省，後有所析置。至乾隆中葉定為內地十八
省（直隸、江蘇、安徽、山西、山東、陝西、甘肅、河南、江西、浙江、四川、湖南、湖北、福
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
，成為定制。（二）藩部。指邊疆部落地區，包括極東北大小安嶺
5）《新唐書》卷43下《地理志七下》羈縻州。
6） [美]拉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陸邊疆》24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年。第一版。
7）《清聖祖實錄》卷151，康熙三十年四月壬辰，
“諭扈從諸臣曰：昔秦土石之功，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
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更為堅固。＂（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冊，6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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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達斡爾、鄂溫克、鄂倫春等原始狩獵部落，清代泛稱“打牲部落＂
，還有內外蒙古、回部
和西藏，屬中央理藩院管轄。範圍東自黑龍江、松花江，北盡喀爾喀，南以長城為界，西北包括
整個新疆和青藏高原，西南直至川滇邊區。8）各地區的統治模式雖所有不同，但都是清王朝的直
（三）滿洲發祥地東北地區，採取以軍政為主、州縣為輔的特別行政體制。由於清代
屬領土。9）
疆域空前廣大，不同地區、不同民族、不同自然條件的差異很大。清王朝採取不同行政統治方法
是符合實際的。
但是，滿洲政權是從一個相對落後的遊耕、狩獵民族，經過一百多年的錘煉，最後建立了中
國歷史上第一個將農耕、遊牧、採集狩獵三個不同地區、民族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的龐大帝國，
面對是完全新的政治局面，對帝國的統治者來說，一方面是要以新的理念來統治遼闊的疆土，一
方面還沒有完全脫離中國固有傳統的國家理念，因此對現代國家政治意義上的疆土、疆域、領
土、版圖等概念的理解，開始是很不清楚的，甚至是模糊的。
例如藩部各地，在清一代大部分時間屬崇德三年（1638年）成立的中央理藩院管轄，但理藩
院還統轄外藩屬國，如俄羅斯事務亦由理藩院柔遠司管理，當時清廷也將俄羅斯視為“北蕃＂
，10）
這裏就有中外分別不清之弊，這種模糊的中外關係，實出於清人對藩部的看法還是傳統的“王者
守四夷＂觀念，11）對周邊四夷主要是“修其教不易其俗，齊其政不易其宜，曠然更始而不驚，靡
12）
還離不開傳統的文化疆域的概念。直至咸豐十年（1860年）理藩院掌管的外交
然向風而自化。＂

事務，才劃歸總理衙門管理。
又如，中國傳統社會裏，將農業文明和儒家文化地區視為本土，而此外則視為化外之地。帝
國的君主認為只要這些化外的“蠻夷＂恭順臣服，按時納貢，為中國守四方，就無須有明確的邊
界線。所謂：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臨，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所得，
13）
進入清代，這種觀念仍舊，如清初入關佔有明朝故土，概謂之“新入版
非有意於臣服之也。
＂

＂15）但又有將原已進入中央王朝統治領域內的少數民
圖＂，14）並謂“目今廣輿大勢，漸次盡入版圖。
8） 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102頁，黑龍江教育出版社，2001年版。
9） 詳見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第四章藩部政治體制構造的基本原則與行政模式（一）
、第五章藩部政治體
制構造的基本原則與行政模式（二）
10） 龔自珍《主客司述略》
：“我朝藩服分二類：其朝貢之事，有隸理藩院者，有隸主客司者。其隸理藩院者，
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八十二旗，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廓爾喀是也。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
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祿，曰暹羅，曰荷蘭，曰琉球，曰西洋諸國。……自朝鮮以至琉球，貢有額有
朝，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龔自珍全集》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年版，118頁）
11）［清］昭槤《嘯亭雜錄》卷10《理藩院》
：“北人，自秦漢後匈奴、突厥遞雄其部，漢唐主不能與抗，乃至
和親納幣，含垢忍辱，以求旦夕之安，而寇警邊烽，又環然至矣。至若本朝，威德偉然，氈廬月窟之長，無
不匍匐庭除，爭為臣僕。故列聖土封之，世為畀守，作我藩服，朝聘宴享，比靈斯三代，王者守四夷如是
也。豈漢唐孱弱之主所能及也。＂（何英芳點校本，336頁，中華書局1980年版。）
12） 李兆洛《皇朝藩部要略》序。
13）《殊域周知錄》卷四《琉球》
，余思黎點校本，125頁，中華書局1993年版。
14）《清世祖實錄》卷17，順治二年六月己卯：
“江南既入版圖，天下一統。＂
（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3 冊，157頁）
15）《清世祖實錄》卷34，順治四年十月戊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3 冊，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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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首領管理的土司地區，在改土歸流後，才說成是“新入版圖＂，同時在清代還進一步強調對新
進入版圖的少數民族進行儒家文化的教育。16）所以當時內外之分，主要是指是否屬於農耕文明和
儒家文化圈，如雲南、廣西明明是邊疆地區，卻被說成是內地十八省。可見當時所謂“版圖＂
，
實質就是指王朝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能直接控制的地區，並非專指其所統治的所有疆土。
又如，專指今新疆地區的“新疆＂一詞，出現於乾隆平定天山南北以後，當時尚未成為正式
固定的政區名稱，有時或稱西域、有時專指天山以南回部。正式成為政區名，實在新疆建省以
後。但在此前，“新疆＂一詞在康、雍年間已經出現，並非指今新疆，而是對貴州、雲南、湖南、
四川等改土歸流後的地區稱“新疆＂
，如《清實錄》中有“東川、普洱等處半系新疆＂
，貴州的“古
州新疆＂，湖南
“苗疆如辰州府屬之乾州、鳳凰、永綏三廳……寶慶府之長安廳，俱系新疆＂
，“兩
金川蕩平，新疆事件悉由松茂道查辦核轉。
＂這些地區清初早已列入版圖，為何此時又稱新疆？
根據史實，實系改土歸流後，中央新置官設治的疆土。17）所以清代前期的疆土、版圖概念與近代
民族國家的疆土、版圖概念有所不同。

16）《清世祖實錄》卷 5 ，順治元年五月己亥：
“若二省（指山東、山西）兵民歸我版圖，則財富有出，國用不
匱矣。＂（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3 冊，58頁）《清聖祖實錄》卷155， 康熙三十一年五月癸酉，
“廣東廣西總督
石琳疏言：黎人地方丁田無多，不便設立州縣。總兵官吳啟爵所奏于黎人地方築建城垣，添設官兵之處，應
無庸議。上曰：閱瓊州輿圖，周圍皆服內州縣，而黎人居中，如果此處應取，古人何為將其周圍取之，而在
內彈丸之地，反而棄而不取乎。不入版圖，必有深意。創立州縣，建築城垣，有累百姓。部議不准，良是。＂
（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5 冊，713頁）《清世宗實錄》卷63， 雍正五年十一月戊辰，
“雲貴總督鄂爾泰疏言：黔
省邊界生苗，不納糧賦，不受管轄，隨其自便，無所不為，由來已久。……今仰賴聖主聲教所訖，莫不願附
版圖，但戶口必須編造，錢糧自應從輕。且夷名半無姓氏，名字雷同。應行更改姓名，匯冊報部，酌為額
賦，按年輸租，庶幾邊境長寧，夷民永賴。＂
（中華書局影印本，第7冊，968頁）同書卷67，雍正六年三月“庚
辰，雲貴總督鄂爾泰疏報，化導生苗木林工乜等一百一十五寨，輸誠納賦，附載版圖。＂（中華書局影印本，
第 7 冊，1031頁）同書卷101，雍正八年十二月庚戌，“四川巡撫憲德疏言：茂州羌民，久列版圖，載糧入冊，
與齊民無異。請照例與漢民一體應試，科舉出貢。卷面不必分別漢羌額數，憑文去取，以廣樂育鼓勵之意。
應如所請，從之。＂（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8 冊，339頁）《清高宗實錄》卷61，乾隆三年正月乙亥：“命湖北
改土歸流之縣，貢賦悉照原額。……其餘改土地方，新入版圖者，該督撫現在查勘，分別升科。
＂（中華書局
影印本，第10冊， 8 頁）同時對新入版圖的番民，進行儒家文化教育，參加科舉考試。同書卷264，乾隆
十一年四月庚午，
“番民既入版圖，即與編氓無異，應於該寨適中之地，設立講約所，該州暨儒學等官。朔
望輪往，傳集番民，宣講《聖諭廣訓》，及整飭地方利弊文告。並於律例中，擇其易犯之條，翻譯講解，曉
諭化導。其子弟秀異可讀書者，送州義學肄業。果能漸通文理。照土司苗猺子弟應試之例，准其考試。＂（中
華書局影印本，第12冊，420頁）《清高宗實錄》卷315，乾隆十三年五月戊申：
“至百夷及川廣雲貴各省土司，
今既改置府州或仍設土官，皆隸版圖。
＂（中華書局影劇院印本，第13冊，178頁）《清高宗實錄》卷333，乾
隆十四年正月戊辰，在平定大小金川前，諭曰：“金川地勢，詰屈幽深，其眾如鼠伏穴中，師久糧費，民力
艱難。上縈聖慮，即掃穴犁庭，而地不足以入版圖，人不足供賦役，於天朝無所加益。
＂（中華書局影印本，
第13冊，569頁）
17） 傅林祥《新疆與舊轄 ― 清代“新疆＂一詞的含義》，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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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一代疆土、版圖理念的嬗變
、
“邊界＂的概念，17世紀中葉以後，隨著各
17世紀中葉以前，歐亞各國尚無明確的“領土＂
國疆域的開拓，相互接觸以後，才開始發生邊界的交涉。當時代表中國的清帝國，在康熙時，除
了西北的準噶爾部以外，周圍幾乎沒有能與清帝國抗衡任何民族或政權。乾隆平定西北後，疆域
進一步擴大，自豪地認為“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
，
“天朝撫有四海＂
，18）傳統的“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觀念，仍占主導地位。但是在以後的年代裏，隨著國內外和世界形勢的變化，帝國朝
野對版圖、疆域、邊界等概念隨著時代的發展，也逐漸發生了變化。
這種變化是有內外兩方面因素促成的。
內因是：經過康、雍、乾三代的經營，政治上採取高壓與懷柔相濟的政策，經濟上獎勵發展
農業生產，注意百姓生計，社會相對穩定，邊區民族融入統一帝國後，內地與邊區的交往日益密
切，農耕文化和儒家文明地域的擴大，華夷之限的界線逐漸模糊，邊疆、內地“一體化＂進程加
速，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觀念進一步深入人心，華夷之別，逐漸為中外之別所替代。同時清朝統
治階級因是異族入居中原，務須消除“華夷＂之別，以證其統治的合法性。康熙帝即強調：
“中
“徒謂本朝
外同觀，罔有殊別。
＂19）如針對清初漢族士大夫的華夷觀，雍正七年九月諭文武大臣：
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誣謗詆譏之說耳。不知本朝之為滿洲，
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非以其為戎狄而外之
也。……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不能廣遠，其中有不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
有苗、荊楚、玁狁，即今湖南、湖北、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
時，北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臨
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落，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拓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
20）
清王朝自認為是多民族統一國家，其國家公文多以漢、滿、蒙、藏多種
華夷中外之分論哉？＂

文字頒佈，即其明證。特別是到了乾隆中期全國疆域的奠定，至少在朝廷高層次人員中，多民族
大一統國家的意識已經形成。其時對疆土、版圖的認定，已經不限於傳統的版和圖了。如外蒙歸
附後，康熙諭曰：“朕承繼大統，數十年來，擴從古未入版圖之疆宇，服從古未經歸附之喀爾喀、
21）
22）
乾隆時平準噶爾後云：
“現今準噶爾盡入版圖，其北則俄羅斯境地。
＂
乾隆二十三
厄魯特等。＂

年五月己丑，
“諭曰：準噶爾“今既歸我版圖，即應收其賦稅。如有採買，祗當給與平價，不可
23）
二十四年平回部後，諭曰：
“今統計用兵，不越五載，內地初不知有徵發之
與外藩交易一例。
＂

18）《清高宗實錄》卷1435，乾隆五十八年八月己卯。
（中華書局影印本，第27冊，185頁）
19）《清聖祖實錄》卷151，康熙三十年五月戊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5 冊，674頁）
20）《清世宗實錄》卷86，雍正七年九月癸未。（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8 冊，147 149頁）
21）《清聖祖實錄》卷234，康熙四十七年九月壬午。（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6 冊，338頁）
22）《清高宗實錄》卷519，乾隆二十一年八月壬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5冊，547頁）
23）《清高宗實錄》卷562，乾隆二十三年五月己丑。（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6冊，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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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而關門以西，萬有餘裏，悉入版圖。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魯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撫定。現
在巴達克山諸部落，皆知獻俘，自效捧檄前驅。以亙古不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
24）
康、雍、乾三朝在蒙古、新疆地區邊界上鄂博、卡倫的設置和定期的巡
牒，實為未有之盛事。
＂

邊制度，反映了清代邊界意識的加強。乾隆五十八年（1793年）英馬戛爾尼使團來華，要求在天
津、寧波等港口泊船貿易，乾隆答曰：“天朝疆界分明，從不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攙雜。……天
25）
這固然是封閉鎖國落後政
朝尺土俱歸版圖，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
＂

策，但這裏明顯反映了強烈的國家版圖的意識。
這一種大一統版圖意識，還反映在康、乾、嘉三朝《大清一統志》的修撰。中國有撰寫全國
總志的傳統，至少從隋代開始，反映全國疆域、政區、山川、戶口、物產、古跡等等的全國總志
已經出現，其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疆土情況，以便治理，同時也有炫耀盛世之意。元代以來即名
“一統志＂
。清康熙在平定“三藩＂
、統一臺灣之後，於康熙二十五年（1672年）開始編撰《大清
一統志》
，修志目的，康熙諭《一統志》總裁勒德洪等云：“朕纘紹丕基，撫茲方夏，恢我土宇，
達于遐方。惟是疆域紛錯，幅員遼闊，萬里之遠，念切堂階。其間風氣群分，民情類別，不有綴
錄，何以周知？顧由漢以來，方輿地理，作者頗多，詳略既殊。今昔互異，爰敕所司，肇開館
局，網羅文獻，質訂圖經，將薈萃成書，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統志。特命卿等為總裁
官，其董率纂修官，恪勤乃事，務求采搜閎博，體例精詳。阨塞山川，風土人物，指掌可治，畫
26）
顯然是為了炫耀清代疆域之盛。
“康熙志＂成於乾隆五年（1740
地成圖。萬幾之餘，朕將親覽。
＂

年）。這一年十一月甲午，乾隆作序文：
“聖祖仁皇帝特合纂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大，卷帙繁重，
久而未成。世宗憲法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告成。自京畿達於四裔，為
省十有八，統府州縣千六百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書成，凡
三百五十餘卷。……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27）乾隆二十九年（1764年）因新
28）
完成於乾隆四十九年（1784年）。
疆內屬，又重修《一統志》，
“將西域新疆，增入《一統志》。
＂

然因其後又有二次平定大小金川之役、兩次廓爾喀之役，疆域尚未不穩定。於是嘉慶十六年
（1811年）開始第三次纂修《一統志》
，至道光二十二年（1842年）完成，歷時34年，資料以嘉慶
二十五年（1820年）為斷，故定名為《嘉慶重修清一統志》。嘉慶志在邊疆統部範圍、門類、轄境、
邊界等方面，大大超過《康熙志》
、
《乾隆志》，並附有反映全國疆域的“嘉慶大清一統輿圖＂，其
29）
為《康熙志》
、
《乾隆志》所未有，故“其
範圍“東盡費雅喀，西極蔥嶺，北界俄羅斯，南至南海。
＂

品質明顯高於前二者。公認該志是中國有史以來最完備、品質最好的一部地理總志。
＂
“所以｀嘉

24）《清高宗實錄》卷599，乾隆二十四年十月辛丑。（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6冊，703頁）
25）《清高宗實錄》卷1435，乾隆五十八年八月己卯。（中華書局影印本，第27冊，186頁）
26）《清聖祖實錄》卷126，康熙二十五年五月庚寅。（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5 冊，342 343頁）
27）《清高宗實錄》卷131，乾隆五年十一月甲午，
（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0冊，914頁）
28）《清高宗實錄》卷722，乾隆二十九年十一月戊申朔。
（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7冊，1044頁）
29） 李兆洛《皇朝一統輿地全圖 · 例言》
，《養一齋文集》卷19，引自《清人文集地理類彙編》第 1 冊，3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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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志＇所輯資料終斷之年（1820）
，當是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間座標。
＂30）
外因是：與西方政治勢力和文化接觸後，開始加強了自我認同的意識，近代民族國家的意識
逐漸產生。這種變化，大體上有幾個契機：
（一）中俄《尼布楚條約》
、《恰克圖條約》的簽訂，大大衝擊了傳統的疆土觀念。原先清廷
對北方邊疆的疆界沒有十分地關注。因為那兒居住的是臣服了多年的打牲部落，按時貢賦，邊境
安定。17世紀中葉，俄國人開始入侵黑龍江地區，並建立了尼布楚、雅克薩等許多據點，對清朝
邊境發動了挑戰，刺激了清王朝邊界概念的生成。但那時內地南明未平、後又有“三藩之亂＂
（1673 1680）
，清廷還無暇顧及北邊。1681年平定“三藩＂後，開始對黑龍江地區的俄國人採取
軍事行動，以後經過1685、1686年兩次雅克薩戰爭，大敗俄軍，但清廷還是希望和平解決邊界爭
端，康熙二十五年（1687年）乘荷蘭使團回國之際，委託荷蘭使團帶信給沙皇，要求“收回雅克
薩、尼布潮、羅刹，於何處分立疆界，各毋得逾越，則兩界人民，均得安居，不失永相和好之
31）
當1688年以索額圖為首的第一次中國談判使團出發前夕，康熙即指示：
“朕以為尼布潮、
意。＂
32）
但是在談
雅克薩、黑龍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屬之地，不可少棄之于鄂羅斯。＂

判時，康熙為了求得北邊安寧，在條約上作了讓步。同意尼布楚歸俄，以額爾古納河界。33）這條
約在穩定東北部邊境起了重要作用。所以康熙“對於談判的成功深為快慰。
＂34）對協助談判的葡萄
35）
牙教士徐日升、法國教士張誠的工作，“覺得事情辦得很好，很為滿意。
＂

康熙二十八年（1689年）的中俄《尼布楚條約》
，是中國歷史上第一次按照國際法的規則與
外國訂立平等互惠的邊界條約，確定了中俄東段邊界。在《尼布楚條約》裏，
“清朝＂和“中國＂
已經互稱，這時“中國＂一詞已有近代主權國家的意義。雍正五年（1727年）簽訂的《恰克圖條
約》36），確定了中俄中段邊界。這兩個條約的簽訂，對清朝統治者傳統的邊疆觀念產生了重大的衝
擊，使清朝統治者明白了一國疆土必須有明確的界線，而傳統王朝對所轄領土邊疆認識的
“天下＂
觀，已經完全不適應當代的形勢了。於是康熙帝萌發繪製帝國疆域地圖的念頭，對邊境國界格外

30） 於逢春《論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空座標》
，《清史研究》第16卷 第 1 期，2006年 3 月。
31）《清聖祖實錄》卷127，康熙二十五年七月己酉。（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5 冊，355頁）
32）《清聖祖實錄》卷135，康熙二十七年五月二月癸酉，（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5 冊，466頁）
33）《清聖祖實錄》巻140，康熙二十八年三月壬辰，
“鄂羅斯斯遣使臣費要多羅等至尼布潮地方請議分界事宜。
上復遣領侍衛內大臣索額圖等赴尼布潮就議。索額圖奏言：尼布潮、雅克薩既系我屬所居地，臣等請如前議
以尼布潮為界，此內諸地，皆歸我朝。上曰：今年內以尼布潮為界，則鄂羅斯遣使貿易，無棲托之所，勢難
相通。爾等初議時仍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若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河界。
＂（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
冊，543頁）
34）［法］張誠著

陳霞飛譯：《張誠日記》（1689年10月12日），58頁，商務印書館，1973年版。

35） 王立人譯：
《徐日升神甫的日記》第62節，商務印書館，1973年版，第214頁。
36）《清世宗實錄》卷60，雍正五年八月乙巳，與俄羅斯，
“以博木、沙畢鼐嶺為界。定界之後，不得混雜居住，
……與俄羅斯副使一番一番諾費池等指定東西界址，議立界石。……立定界石。曉諭喀爾喀汗王、各紮薩
克、黑龍江將軍等，令其約束屬人，不得越界生事，違者從重治罪。至恰克圖口定為貿易之所。
＂（中華書局
影印本，第 7 冊，9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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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例如專門勘察和繪製中朝邊界圖等。37）自後清王朝統治者，對國土、邊界以及屬民的概念，
與前發生重大變化。
（二）16世紀西洋耶穌會傳教士在地理大發現背景下，帶來的地理學知識，對中國固有的天
下、中國、疆土的觀念，產生了極大的衝擊。晚明利瑪竇《坤輿萬國全圖》
、艾儒略《職方外紀》
以及清初南懷仁《坤輿全圖》的傳入，使一部分中國士大夫階級知道了地球、五大洲，知道世界
上還有這麼多文明高度的國家，而中國只是亞洲東部的一塊，僅占地球的八十分之一，終於明白
了國與國之間存在的真正區別，拋棄了外國人都歸於蠻夷的錯誤看法。38）這就為中國知識界打開
了認識世界的大門，令他們開始有了“世界意識＂，並刺激他們想瞭解中國在地球上的位置，包
括它的疆域和領土範圍。當時西方各國也開始繪製地圖，以證明其國家的領土範圍。清王朝康熙
帝對西方自然科學很有興趣，他身邊有一批耶穌會傳教士，如南懷仁、徐日升、張誠等，康熙即
跟隨他們學數學、天文學、曆學、物理學等，還對地理學更是有興趣，自謂“朕於地理從幼留
39）
以後由於《尼布楚條約》的簽訂，
“這種新出現的條約關係必然使康熙帝以往的疆域觀念
心。
＂

受到極大衝擊，從而渴望對清朝的版圖有一個新的更全面的瞭解，耶穌會士在中俄談判中的突出
表現，使得他像信任西方曆法一樣開始重視而不見他們的製圖學。
＂40）於是康熙四十七年（1708年）
正式開始，在耶穌會傳教士協助下，於五十七年（1718年）完成了經過實測經緯度基礎上繪製的
《皇輿全覽圖》
。康熙五十八年（1719年）二月乙卯詔諭：“
《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年心力，
始得告成。……從來輿圖所未有也。……東南東北，皆際海為界，西南西北，直達番回諸部，以
至瑤池阿耨絕域之國、黃流黑水發源之地，皆琛贐所賓貢，版輿所隸屬。舉其土壤，驚為創見之
名。溯厥道途，即可按程而至。以六合為疆索，以八方為門戶，幅員該廣，靡遠費屆，從來輿圖
41）
當時中國尚未統一，所以康熙圖所示疆域，西僅至哈密。雍正十排圖，基本上維持
所未有也。＂

37）《清聖祖實錄》卷246，康熙五十年四月癸巳，
“自古以來，繪輿圖者，俱不依照天上之度數，以推算地理
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遣能算善畫之人，將東北一帶山川地理，俱照天上度數推算，詳加繪圖視之。
混同江自長白山後流出，，由船廠打牲烏喇向東北流，會於黑龍江入海。此皆系中國地方。鴨淥江自長白山
東南流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兩間，流入於海。鴨淥江之西北，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
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流出，向東南流入於海。土門江西南，系朝鮮地方，江之東北，
系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淥江、土門江二江之間地方，知之不明。前遣部員二人往鳳
凰城會審朝鮮人李玩枝事，又派出打牲烏喇總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請訓旨時，朕曾密諭雲：爾等此去並可查
看地方，同朝鮮官沿江而上，如中國所屬地方可行，即同朝鮮字在中國地方行；如中國所屬地方，有阻隔不
通處，爾等俱在朝鮮所屬地方行。乘此便至極盡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來奏。＂（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6 冊，441頁）
38）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理學在中國》
，43、45、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年版。
39）《清聖祖實錄》卷290，康熙五十九年十一月辛巳，
“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朕於地理從幼留心，凡古
今山川名號，無論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崙西番諸處，凡大江、黃
河、黑水、金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蕃悉心歸化，三藏阿裏之
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異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幾可傳信於後。＂（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6 冊，
819頁）＂
40） 孫喆《康雍乾隆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
，3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年版。
41）《清聖祖實錄》卷283，康熙五十八年二月乙卯。
（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6 冊，7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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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圖的規模。到了乾隆二十年五月，“西師奏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
星辰分野，日月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其山川道里，應詳細相度，載
入《皇輿全圖》
，以昭中外一統之盛。左都御史何國宗，素諳測量，著帶同五官正明安圖，並同
副都統富德、帶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該處，測其北極高度，東西偏度，及一切形勝，悉心考訂，
繪圖呈覽。所有坤輿全圖，及應需儀器，俱著酌量帶往。42）＂乾隆二十五年（1760年）據新平定
西域實測資料，繪製了《皇朝西域圖志》
，又據此補充修訂了《康熙圖》
，繪製成《乾隆內府輿圖》
（又稱乾隆十三排圖）。朱希祖《乾隆十三排圖》影印本序云：
“乾隆輿圖之所以勝於《康熙輿圖》
者，其精彩全在准部、回部即今新疆省及其迤西小部分是也。＂ 有學者認為：
“乾隆《內府輿圖》
不僅是一幅歷來被認為是奠定了今天疆域版圖基礎的中國全圖，同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早的、最
43）
但是無論《康熙圖》還是《乾隆圖》
，
完整的亞洲大陸全圖，其覆蓋面積遠遠超過《康熙圖》
。
＂

在兩個條約處標有界碑，卻都沒有標出明確的全部國界。到了《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時所附《皇
朝一統輿圖》則標出了“盛清疆界：北到外興安嶺，西到帕米爾和後藏的阿里地區，東到庫頁島，
南到南海。就疆域研究而言，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是近代民族國家的標誌性要素中國生成的
寫照。＂“嘉慶圖之登場，既是康熙圖、乾隆圖纂修思想的深化與成果的自然延伸，更意味著中國
疆域最終形成的空間最終奠定，而且這空間已非中國傳統想像的｀天下＇
，因為這空間的點、面、
線已由清帝國軍人、官吏、民眾與城池、村鎮所填充。換言之，這最終奠定的空間已轉變成為與
毗鄰國家（或地區）有著清晰界限的領土。所以｀嘉慶圖＇所標示的盛清疆域與疆界，當是中國
44）
疆域最終奠定的空間座標。
＂

（三）清代中葉以來，有兩股學術潮流影響了中國士大夫階層對疆土、版圖的認識：一是清
中葉開始，延續至晚清的邊疆史地之學。梁啟超說：
“邊徼地理學之興，蓋緣滿洲崛起東北，入
主中原。康乾兩朝，用兵西陲，辟地萬里。幅員式廓，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頻繁，復覺研求之
有借。故東自關外三省，北自內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衛藏，漸為學者興味所集，域外地理
學之興，自晚明西土東來，始知｀九州之外復有九州＇
。而竺古者猶疑其誕。海禁大開，交涉多
故，漸感于彼知己之不可以己，於是談贏之客，頗出於士大夫間矣。蓋道光中葉以後，地理學之
45）
這是說清代中葉開海禁以來，開始與西方接觸過
趨向一變，其重心蓋由古而今，由內而趨外。
＂

程中，有感於對自己國家朦朧無知，一部分有識之士對地理學的研究，
“由古而今，由內而趨
外。＂當時不少邊疆史地的著作問世，松筠《西招圖略》
、
《西陲總統事略》
、洪亮吉《伊犁日記》
、
祁韻士《新疆識略》、
《藩部要略》
、徐松《西域水道記》
、張穆《蒙古遊牧記》
、龔自珍《蒙古圖志》
等等。這些作者“時代相略銜接，相為師友，而流風所被，繼聲頗多。茲學遂成道光間顯學。＂
從而形成了一個邊疆史地的學術群體。而“邊徼地理之研究，大率由好學之謫臣或流寓發其
42）《清高宗實錄》卷 490，乾隆二十年六月癸醜。（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5冊，164頁）
43） 孫喆《康雍乾隆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
，6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年版。
44） 於逢春《論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間座標》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年第 1 期。
45）《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346 347頁，東方出版社，2004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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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46）他們原本就有深厚的傳統史地學功底，現身處邊疆，更關注當地自然和人文，興起了對國
家邊疆地區的關注。十九世紀中葉以後，列強勢力入侵中華，紛紛視吾為俎上之臠，覬覦其領土
而斬割之。從中英《南京條約》
，到中日《馬關條約》
，竟有近二百萬平方公里之疆土為列強被所
割占，為世界史上所罕見。這一系列事件，對中國朝野震動極大，士大夫階層懷著割地之痛，繼
續研究邊疆史地之熱潮，出現大量研究邊疆史地的著作，代表作有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曹廷
杰《東北邊防輯要》
、
《西伯利東偏紀要》
、
《東三省輿地圖說》等，均為考訂邊疆史地，以曹廷杰
考訂“明永寧寺碑＂為典型，反映了強烈保衛邊疆，抗拒侵略的願望和愛國主義精神，這時中國
士人中現代國家疆域的概念完全形成。如龔自珍在《西域置行省議》一文中，建議新疆地區建省，
行與內地一樣的政區管理，認為此舉是“為天朝中外大疆開界處。
＂47）又在《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
纂書》中建議在重修乾隆《大清一統志》時，將《西域圖志》
、
《平定羅刹方略》等資料補充進去，
以補舊志的不足和和遺漏。48）這類邊疆內地化的思想，表示了晚清士大夫階級，對國家疆土近代
觀念的逐步確立。
二是鴉片戰爭前夕，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來，一批西方地理學書籍開始傳入東南沿海城市，
受到了一批意欲瞭解中國以外世界的中國士大夫階級的重視。鄒振環認為“道、咸年間，吸收和
研究西方地理學的成果來撰寫世界地理的著作幾乎成了一個時代的風氣＂，形成了“對於某一組
問題的特定研究路線有共同信奉而聚集在一起的學術圈子＂
，稱之為“非體制化共同體。＂49）這批
士人學者在瞭解世界地理的同時，對中國傳統國家、疆土、版圖的觀念又掀起一場重大的衝擊浪
潮。如林則徐組織編譯了《四洲志》
，以後又有魏源在《四洲志》基礎上整理、擴充的《海國圖志》
和徐繼畬的《瀛環志略》的問世。梁啟超說：
“此兩書在今日誠視為芻狗，然士大夫之稍有世界
地理知識，實自此始。
＂50）
徐繼畬《瀛環志略》和魏源《海國圖志》是我國近代最早向國人介紹西方世界地理知識的著
作，《海國圖志》初版完成于道光二十二年（1842年）
，為50卷，以後擴充為60卷，咸豐二年（1852
年）增補為100卷。
《瀛環志略》出版于道光二十八年（1848年），十卷。其實這兩部書並非完全
是今日概念的世界地理書，實際上還包括世界各國歷史沿革、疆域形勢、氣候物產、風土人情、
46） 梁啟超《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347頁，東方出版社，2004年版。
47） 龔自珍《西域置行省議》
：“大清國，堯以來所謂中國也。……我大清肇祖以來，宅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畀
大清最先。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來南海，東南西北，設行省者十有八，方計二萬裏。古之有天下者，號稱
有天下，尚未不能以有一海。……今聖朝既是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落，於北不可謂隃。今
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為患，（下述社會矛盾尖銳，建議開發西域，內地向西域移民）
……設兵部尚書、右都禦史、准回等處地方總督一員兵部侍郎、右副都禦史、准回等處地方巡撫一員……
（在天山南北路設置府州縣，一律按內地之制）……應照內地江寧、荊州例，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
勻請旨派威重大臣來西一大閱。布魯特、哈薩克之人鹹侍，是為天朝中外大疆開界處。＂（《龔自珍全集》第
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年版，111頁）
48）《龔自珍全集》第五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年版，312頁。
49）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理學在中國》
，31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年版。
50）《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東方出版社，2004年版，3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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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制度等等的史地並重的世界地理著作，其中《海國圖志》更是。這兩部書的出版，對當時社
會起了極大轟動，尤其是在朝野知識界，通過兩部著作所繪製的世界各大洲的地圖，認識到原來
中國傳統總認為中國是天下之中，周圍全是落後的四夷的觀念，以及對國家疆土領域的觀念是很
落後的。原先“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王者不勤遠略，而德意所涵濡，威靈所震攝，類皆有囊括
區夏，甄鑄埏垓之勢＂的觀念，51）是如何的落後！如今看到世界原來有五大洲、四大洋，還有這
麼多的國家，這些國家的歷史沿革和自然環境與中國如此不同，而中國不過是亞細亞洲東面的一
部分，這對長期以來落後封閉的疆土觀念，展開了明亮的窗戶。《瀛環志略》卷一首先講述中國
在亞洲之位置，其云：“亞細亞，……居是土者，為中國之十八省、東三省、內外蒙古諸部、新
疆、回疆、青海、前後藏。其北際海，為俄羅斯之東境。其東濱海藩國，曰朝鮮。海中三島曰日
本。又小島，曰琉球。其南與中國之滇、粵諸省毗連者，曰安南、暹羅、緬甸、南掌。散佈南海
之中者，曰南洋群島。其西北與新疆、回疆毗連者，曰西域諸回部。其西與兩藏毗連者，曰廓爾
喀，曰五印度。再西為阿富汗、俾路芝、波斯諸回部。再西南為阿剌伯回部。再西北為土耳其之
東土。再西為土耳其之中土買諾，所謂小亞細亞者也。北距北冰海，東距大洋海，南距印度海，
《瀛環志略》中的《皇
西距紅海、地中海、黑海，是為亞細業之全土。
＂52）然後又講中國之版圖，
清一統輿地全圖》
，就是一幅清代疆域圖，其對清代疆域的記述雲：
《瀛環志略》卷一：
“我朝幅
員之廣，曠古未有。東三省之東北隅，地接俄羅斯。正北之內外蒙古諸部，悉其庭幕，編入八旗
為臣僕。西南之青海、兩藏，置侯尉而安枕。西北之新疆、回疆，包《漢志》西域諸國之大半，
而卡外之哈薩克、布魯特諸部，歲以牲畜供賦役。東海之朝鮮、琉球，南裔之交趾、暹羅、緬
甸、南掌、廓爾喀諸國，修貢職無愆期。是亞細亞一土，未奉我正朔者，僅有東海之倭奴，北之
俄羅斯，極西之弱小諸回部，南荒之印度諸國耳。則中國之在亞細亞，固不止得其半也。
＂53）有學
者認為：
“徐繼畬最早向中國人士系統而全面地介紹了人類社會，特別是歐美早期近代化國家的
社會變革和社會生產力發展的經驗教訓。這對被隔絕了幾千年的中國人民來說，是頭一次獲得如
54）
此詳細而真實的海外知識，從而有了認識自己與世界的比較選擇的依據。＂

魏源《海國圖志》編撰的主旨略有不同，其原敘中說：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
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給予魏源以極大的震動。
國家政局的突變，萌發了他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學習西方和“以夷制夷＂的思想。《海國圖志》
就是在這種抗擊外夷思想指導下產生的。要讓國人睜眼看世界，認識世界，認識自己，
“善師四
夷＂，“師夷之長技＂，經便“制夷＂
。故此書對中國周邊國家記述尤詳，特別重視海防之要，最附
有西洋火炮、火輪、水雷及各種軍事器藝之說，充滿了保衛國家的愛國主義精神，並引《澳門新
聞錄》曰：“中國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生齒之繁，無國可比。即如俄羅斯地方百四十一萬
51）《瀛環志略》道光二十八年福山鹿澤長序，宋大川校注本，第 7 頁，文物出版社，2007年第一版。
52） 宋大川校注本，第 8 頁，文物出版社，2007年第一版。
53） 宋大川校注本，第 2 頁，文物出版社，2007年第一版）
54） 劉天純《徐繼畬近代化》載《徐繼畬與東西文化交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年版，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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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四百方裏，戶口不過四千一百九十二萬五千名。而中國只湖廣一省，廣不過十四萬四百七十
方裏，已有戶口四千五百零二萬名；江南地方九萬二千九百方裏，戶口即有七千二百萬名。由此
觀之，中國只一省，即可抵佛蘭西、英吉利、歐羅巴特裏阿三國之人民。又《華事夷言》曰：中
國繁庶，甲乎四海。但廣東一省之人，可敵他方十餘國。各國皆地廣人稀，即印度戶口最稠，亦
尚未有曠土。 中國則不惟平地皆田，即山巔嶺側，無不層層開墾，寸壤不遺。其散佈於海外各
國者，尚不知凡幾。其繁庶誠四海所未有。由是觀之，則東方之宜人，信矣。
＂55）這種對祖國的自
豪感，激發起廣大士大夫知識份子的愛國精神和民族國家的認同感。
到了晚清，對國家疆土、版圖已具備了現代民族國家的意識。19 世紀中葉以後，中國周邊
原為朝貢之國，都淪為西方列強的殖民地。西方列強欲蠶食我國領土，往往挑起邊界糾紛，有的
公然武裝入侵，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列強強迫清廷訂立一系列不平等條約，如《中俄璦琿條
約》、
《中俄勘分西北界約記》
、
《中英緬甸條約》
、
《中日馬關條約》等等，攫取中國大片領土，嚴
重傷害了中國人民的感情，最後雖然均以清朝退讓失敗告終。然這也強烈激起了了中國朝野的民
族國家意識，民族國家疆土觀念已經完全確立。在邊界談判過程中，對邊界的勘查，界碑的設
立，地圖的繪製，已十分認真，如光緒十二年吳大澂勘查咸豐八年《中俄璦琿條約》琿春與俄國
交界地方有界限不清之處，重新立碑、製圖。56）說明晚清官吏對國境邊界，已具備了現代意義國
界的觀念。時晚清國家機構的改革，也是說明這個問題。如將第二次鴉片戰後與西方列強交涉
“撫夷局＂改為總理各國事務衙門，清末又改為外務部；邊疆地區設置行省的內地、邊疆的一體
化等等舉措，都是現代民族國家意識的產物。又例如“版图＂一詞，到了晚清則又具有代表現代
一個國家國民法定身份意義“國籍＂的含義。同治元年協助清王朝鎮壓太平軍的美國人華爾，組
織洋槍隊，1861年加入中國籍，史稱“願隸中國版圖，在上海隨同官軍。進攻嘉定太倉。
＂57）以後
華爾陣亡，美國人白齊文代之，也於1862年加入中國國籍，後因“白齊文不遵調遣，……該員已
58）
這說明“版圖＂已從傳統的版籍和土地含
隸中國版圖，自應遵中國法律治罪，革去三品頂戴。
＂

義中游離出來，發展成為國家法定主權的意義了。

四，小結
清代是我國歷史上最後完成中華民族國家的朝代。從康、雍、乾三代三大經濟區統一疆域的
最後完成，到近代民族國家疆域觀念的確立，幾乎經歷了一個半世紀。這個過程是由內外兩種因
素互相交織推動的。內因是各民族、各地區經歷了長期的交流和融合，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意識自
然而然地萌生和形成，最後達到了共識；外因是與西方列強勢力的接觸和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
55）《海國圖志》卷74《國地總論上》
，嶽麓書社，1998年版，下冊，1851頁。
56） 吴大澂《吉林勘界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
57）《清穆宗實錄》卷40，同治元年閏八月甲午。（中華書局影印本，第45冊，1085頁）
58）《清穆宗實錄》卷51，同治元年十二月辛巳。（中華書局影印本，第45冊，12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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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了數千年中國傳統的疆土意識，最後不得不放棄封閉落後的“天下觀＂
，融入世界政局的大
潮流中去。按理而言，內因是主導因素，但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封閉的地理環境而又有傳統強勢
文化的國家，沒有外來更強勢力量的衝擊，其本身自然發展的動力是微弱的、進度是緩慢的。這
幾乎與中國近代化的過程有同步之感。雖然中國國家意識萌發很早，但由於在亞洲東部最早崛起
帝國周圍的民族在經濟、文化遠遠落後中華，除了朝貢臣服，沒有其他關係。故其疆界觀念沒有
形成的條件。進入清代，整個世界發生了巨大的變化，而康熙帝又是我國歷史上具有科學頭腦而
又有世界意識的皇帝，因此，
《尼布楚條約》的簽訂，能對其產生很大的觸動。如果遇上一個顢
頇昏庸的皇帝，那近代國家疆土觀念的萌生，恐怕還要遲上幾十年。
19世紀中葉以後，世界的格局已不允許大清帝國仍然沉睡在“天下之中＂的美夢中，內外的
各種因素不斷地刺激和推動著近代國家意識的產生，最後終於產生了具有近代國家意義的中華民
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