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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keywords)
中文摘要
從互市的視角，探討清代地方的外政樣貌。以清朝與安南∕越南兩國之間的事例，作為個案，
考察兩國之間進行互市的廣西、雲南兩省之平而、水口、河口等邊境市場，釐清管轄這些邊境市場
或往來市場通道的清朝基層地方官吏，在圍繞互市通商糾紛、雙方人民越界等犯罪事件的審判以及
邊界等等問題上，與安南∕越南地方官吏之間的交涉過程，並探討這些基層地方官將涉外事件層層
上報的外政機制。

關鍵詞
互市，邊境貿易，客長，清朝，安南/越南，廣西，雲南，地方外政，欽州，平而，水口，河口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keywords)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local foreign affairs of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utual trade. This is a
case study of the border trade between Guangxi, Yunnan and Annan/Vietnam. Researching the grass-roots
local officials of Qing dynasty, who supervise the border markets of Pinger, Shuikou and Hekou, and how
did they to negotiate with the Annan/Vietnamese officials on the issues of the mutual trad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bout trade disputes and cross-border crimes between the Qing China and
Annan/Vietnam. Further explore the inherent operating mechanism of foreign policy between the
grass-roots local officials and their Superior officers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hu-shi(mutual trade), the border trade, ke-chang, the Qing Dynasty, Annan/Vietnam, Guangxi,Yunnan, the
local foreign affairs , Qinzhou, Pinger, Shuikou, Hekou

II

報告內容
一、前言
筆者近年的研究均為從互市的視角，重新觀察清代的通商制度以及對外關係，特別是從清朝
中央的立場來闡明其多元的對外關係。依據筆者在博士論文與博士後報告中獲致的結論，清朝的
對外關係至少包括了與正式冊封的屬國之間的關係，與締結了對等條約的與國之間的關係，還有
與沒有外交關係只存在通商互市的互市國之間的關係等三種；而與屬國、與國、互市國之間，又
存在著個別的兩國關係，例如朝鮮和安南／越南(嘉慶八年(1803 年)，嘉慶皇帝改其國名為越南)，
雖然同屬清朝的屬國，但是不管在清朝對於此二者的態度還是涉及封貢、互市等慣例上，都存在
著差異。因此，進行互市市場所在地的通商樣態與外政運作模式研究時，也應該個別探討清朝與
屬國、與國、互市國彼此之間的事例，才能比較全面地釐清整體地方涉外事務的面貌。
而除了筆者已經在博士論文、博士後報告中闡述過的從互市看清朝中央對於通商秩序，以及
圍繞互市的中外公文書往來、司法審判之立場外，筆者認為還必須進一步研究互市市場所在地的
通商樣態與外政運作模式，釐清清代涉外地方在外政上所扮演的角色，以明白中央對於地方如何
在外政上進行指揮或控制？中央與地方之間是否存在著外政分工的機制？中央與不同地方之間
的控制或分工機制是否不同？地方看待或應對中央外政、互市貿易政策的態度為何？沿海的開放
口岸與陸地口岸之間的地方交涉事務有何異同之處？等等課題。
另外，清朝與互市國(如南京條約締結前的英國、中日修好條規締結前的日本)之間，由於不
存在外政關係，無法考察清朝與互市國之間的地方外政。但是，當英國與法國等國分別與清朝締
約，成為清朝的有約與國，加上英、法兩國在東亞的殖民運動，例如英、法兩國分別控制的緬甸、
越南，又與清朝之間向來存在著互市市場，於是，清季以後，也就是當清代中國遭遇到西方近代
國際秩序之後，在固有的互市市場以及英、法兩國要求新開的邊境通商口岸上之地方交涉事務，
則轉變為由清朝地方官與英、法兩國領事等之間進行交涉、折衝的局面。而固有的地方交涉機制，
與清季地方官同英、法兩國領事等之間的交涉、折衝模式，又有什麼異同？這是筆者在處理完清
代固有的地方外政後，接下來預備探討的課題。同樣地，在日本合併朝鮮之後，朝鮮與中國之間
的邊境問題，轉由日本與中國進行交涉，而中日之間的地方交涉情形，又與清朝和朝鮮之間固有
的地方外政交涉的情形，有何異同之處？這也是筆者準備下一步繼續探討的課題。
首先關於清代中國的固有地方外政，在屬國方面，筆者選擇清朝與最重要的兩大屬國─朝鮮、安
南／越南─之間的事例來進行探討；在與國方面，則選擇自尼布楚條約以來和清朝奠立了長久的與國
關係之俄國，探討中俄互市市場的通商樣態與地方外政運作，以明白清朝固有的互市與地方外政運作
機制。
在本研究計畫中，筆者試圖通過清朝與安南／越南之間的事例，考察兩國之間進行互市的廣西、
雲南兩省之平而、水口、河口等邊境市場以及中越官道鎮南關等地，釐清管轄這些邊境市場或往來市
場通道上的清朝地方官吏，以及從事邊貿的中外商人，在圍繞互市通商管理事宜、互市通商糾紛的調
解、雙方人民越界等犯罪事件的審判，以及邊界劃界、巡查等等問題上，與安南／越南地方官吏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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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涉過程，並進一步觀察這些基層地方官與地方士紳、商紳合作維持互市秩序和邊境安寧的情形，
以及基層地方官將涉外事件層層上報的外政機制。
而筆者優先選擇進行研究的課題都是位於陸路的貿易口岸，這是因為相較於沿海開放港口，清代
陸路口岸的既有研究較為稀少，筆者認為唯有進行了陸路口岸的研究，並將之與沿海口岸的情形一起
分析、比較之後，才能較為全面性地理解清代整體的互市與地方外政秩序。

二、研究目的
筆者先前的研究成果，雖然在圍繞互市的中外公文書往來、司法審判方面，稍微提及了督、撫、
將軍、提、鎮等封疆大吏作為涉外地方的最高地方層級窗口，指揮其下屬的道、府、州、縣等地方官
分別依照職務進行各種分工的情形，但是筆者在博士後報告中大量使用《清實錄》作為論證基礎，而
囿於《清實錄》的史料性質，大多只能觀察到清朝中央與督、撫、將軍等封疆大吏的作為與想法，卻
很難看到在鄰近互市市場所在地的基層清朝地方官吏，如道、知府、知縣、同知等人，如何實際負責
管理互市秩序、出入境商民的進出手續、與互市對方國家的相應地方官吏之間的文書往來，以及如何
圍繞互市通商、邊界問題、雙方人民犯罪事件等，與對方國家地方官吏之間進行交涉，又對於涉及雙
方人民的犯罪案件之司法審判過程，還有如何將涉外事件層層上報的機制等等的歷史實像，因此筆者
認為必須進一步深入研究互市市場所在地的通商樣態與外政運作模式，而藉由這樣的研究，應該可以
觀察到清代中央與地方在對外關係上的態度之異同，進而更加完善清代外政的整體性，向學術界提供
清晰、立體的清代對外關係樣貌。
另外，如同筆者博士後報告所指出的，清朝固有外政制度以及世界觀在清末(特別是甲午戰爭
以後的戊戌變法時期)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因此，筆者認為還可以進一步討論清代中國遭遇到西方
近代國際秩序之後的清季外務部與涉外各省的洋務局、交涉使、對汛督辦等地方涉外機構之間的
關係，以及民國時期以來中央、地方外交制度、組織的沿革，如此或許才能更加清楚地理解清朝
固有外政秩序與西洋近代外交制度相遇前後的演變情形，才能更加明白其該有的歷史定位。希望
藉由多元而且長時期的事例研究，能夠較為全面地理解清朝的地方外政樣貌，並且能夠較為明確
地掌握清朝在地方外政上的歷史沿革，以進一步思考固有外政與近代外交之間連續性與斷裂性、
前近代與近代之間沿革關係等課題。

三、文獻探討
關於系統性的清代互市研究，就筆者所見，除了筆者之外，目前只有日本京都大學的岩井茂
樹教授也作了相關研究，不過，就岩井教授已經發表的論文來看，目前僅僅集中在明末清初時期
的互市研究(岩井茂樹，2004；岩井茂樹 2007)，雖然岩井教授試圖將互市視為中國固有的通商「體
系」
，以取代朝貢體系論(岩井茂樹，2004；岩井茂樹，2006；岩井茂樹 2007；岡本隆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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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筆者認為中國歷朝所謂的互市制度與施行內容各自不同，而且不管明代或是清代，其各自
的互市制度都發生過至少三次的變化，很難將其簡化成一種「體系」或是一種圖式來看待(廖敏淑，
2006；廖敏淑，2009)。因此，筆者對於是否存在所謂的「互市體系」，而是否能以這個「互市體
系」來取代朝貢體系論等論點，持保留的態度。現下的當務之急，應該在於釐清整個互市制度在
中國歷史上的來龍去脈及其詳細內容，在建立了清晰的、全面的互市制度之歷史實像後，才能談
及「體系」與否的問題。
而從互市視角來全面探討整個清代的通商制度與對外關係，並且論述清朝的對外關係至少存
在分別與屬國、與國、互市國之間三種以上多元關係的說法，可以說是筆者獨創的研究視角與學
說。在這個獨創的研究視角與學說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提出從互市視角來探討清朝固有地方外政
秩序的研究計畫，就筆者所見，目前也幾乎不存在與之相關的既有研究。
如在關於清朝地方外政方面的研究，目前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也不多(陳元惠，2004；趙宏林，
2008；陳元惠，2008)，一般多集中在清季的督、撫以及海關道等研究(如梁元生，1996；蔣賢斌，2000；
梁元生，2003)。另外，許多既有研究的視角主要聚焦於清季督、撫的權力增大，或是清季督、撫與
中央之間的對立等課題，幾乎看不見關於互市市場當地官廳層級的外政研究，並且這些研究往往站在
外交制度的近代化觀點來詮釋清季督、撫與中央之間集權與分權關係，或是強調在列強侵逼下，清朝
不得不做出近代化的外交制度改革，以因應新局勢等等(陳元惠，2004)。筆者以為，這樣的研究立場
有時不免失之於後見之明，帶著近代的眼光去看當時的時代，只能表現出西洋近代史觀或甚至是帝國
主義侵略史觀的論調。
又，關於邊境互市市場本身的研究，則因為現今中國大陸的邊境市場與邁向設立自由貿易區的區
域經濟發展之議題正當火熱，例如 2010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運行的東協+一(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本
研究計劃所選擇的互市市場所在地都是這個自由貿易區的重要口岸，目前中國大陸分別在廣西、雲
南，已經規劃出「北部灣區域發展計劃」、「大湄公河開發專案」等邊境貿易區塊，準備作為東協+一
自由貿易區的次區域，大肆拓展區域經濟圈的發展，因此圍繞「北部灣區域發展計劃」
、
「大湄公河開
發專案」等相關的現代邊境貿易研究，或是論述新中國成立以來邊境貿易發展的論文，正如雨後春筍
一般層出不窮(如趙甦成，1998；于向東、游明謙，2000；黃海濤，2001；王士錄，2001；王勤，2003；
趙甦成，2003；黎俊清，2006；周士凱，2007 等等)。但在諸多關於現代或未來邊境市場發展的相關
研究成果中，只有在需要提及歷史沿革時，會點綴性地上溯一些清代的情形，此外並沒有詳細的研究
可供參考(王建中，1993；范宏貴、劉志強，2006)。對筆者而言，較能提供積極參考意義的既有研究
成果，大約是在研究清代的與某國關係時，順帶提及的互市或通商關係，當然這樣的雙邊關係研究，
也僅僅局部地提及督、撫所扮演的角色罷了(孫宏年，2006)，並未觸及涉外地方官廳、官員的詳細情
形。
總之，尚未發現直接與筆者所關心的結合清代中國固有邊境互市、地方外政秩序視角的既有研究。

四、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由於筆者幾乎沒有既有的研究成果可供參考，那麼只能自行從各種史料中，仔細爬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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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歷史學的實證方式，盡量不帶成見地觀察清朝中國固有的地方外政樣貌，試著架構出清晰的
地方外政秩序。因此，本研究計畫除了從清朝各朝實錄、會典、奏摺、檔案等基本史料中尋找負責地
方交涉的相關人物訊息之外，還必須努力蒐集各互市市場所在地的地方志以及相關的地方文史資料，
試圖從中尋找相關的人物傳記，並且實際走訪各互市市場所在地的檔案館或文史資料館，希望還能找
到清代相關的史料，以重建清朝固有地方外政秩序及其運作機制之歷史實像。
本研究計畫分兩年進行，除了例行的蒐集、閱讀、分析史料外，第一年利用假期時間前往廣西的
南寧(今廣西省治)、欽州(清代與安南／越南之間官方公文書與人員往來通道，與安南／越南的芒街市
場相對望)、崇左(清代平而、水口兩大互市商民出關關口所在地，可前往安南／越南的諒山等市場)、
憑祥(清代中越官道鎮南關所在地)等地，走訪當地檔案館或文史資料館，蒐集資料，並從地理形勢及
商業物流等層面考察當今邊境市場與清代互市市場之間的異同。第二年假期，則前往雲南昆明、河口
(在中法越南戰爭後開放的通商口岸，與越南的老街市場相對望)，蒐集資料，並從地理形勢及商業物
流等層面考察當今邊境市場與清代互市市場之間的異同。
希望以歷史學的實證方式，廣泛蒐集各種史料，加以仔細地整理、分析，結合實際考察邊境互市
市場的地理局勢所帶來的空間結構視角，為重建清朝固有地方外政秩序及其運作機制的歷史實像打下
基礎。

五、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經過筆者切實執行計畫，如期前往廣西、雲南等地實地考察、蒐集檔案、地方志等相關史料，並
加以整理、分析之後，發現當地現存清代檔案不多，且與地方外政、邊貿直接相關的部分甚為稀少。
於是，在僅能多加利用地方志與其他相關地方史料的情況下，筆者囿於史料限制，對於如何獲致本研
究計畫成果的問題，思考了以下幾個可能完成學術論文的研究方向：第一，通過對於管理清朝與安南
／越南之間互市市場的地方官與從事中越互市的商人之研究，來考察清代中越之間固有的邊境外政與
互市秩序。第二，通過接下來筆者計畫的分別對於東北(同屬國朝鮮之間)、北方和西北(主要同與國俄
國之間)等地邊境互市市場的研究，陸續考察清代中國同屬國朝鮮、同與國俄國之間的地方官交涉與
中外商人管理等課題，再與清代中越之間固有的邊境外政、互市秩序情況進行比較，以進一步釐清較
為全面的清代中國地方外政之運作機制，希望能重建固有清代中國地方外政、互市秩序的歷史實像。
第三，當清季中國遭遇西方近代國際秩序之後，中國在應對西方列強近代外交制度的過程中，中國的
固有地方外政、互市秩序是否作出相應的變革？其中，是否也有延續了過去固有慣例的部分？而在變
與不變、斷裂與連續之間，在固有秩序與西方近代秩序之間，清季中國乃至其後的中國政權在互市秩
序以及地方外政、外交上又進行了哪些沿革？例如，清季外務部與涉外各省的洋務局、交涉使、對汛
督辦等地方涉外機構之間的關係，以及民國時期以來中央、地方外交制度、組織的沿革等等，或許通
過這些考察，才能更加清楚地理解清朝固有外政秩序與西洋近代外交制度相遇前後的演變情形。
以上幾個方向，關於第一部份，筆者正在著手與互市市場地方官及從事中越互市商人的相關課題
的第一篇論文撰寫工作，第二部份也已經開始先期階段的史料蒐集與田野調查，而第三的部分則是未
來預計要陸續進行的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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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第一部份的第一篇論文，筆者正以〈清代中越陸路互市貿易中的客長〉(暫定題目)為題進
行撰寫，預計半年內脫稿，並交付審查、發表刊登。以下略為介紹筆者正在撰寫的論文內容與主要的
思考方向。
「客長」是清代中越陸路互市貿易中協助地方官、負有直接管理互市商人職責的商人領袖，例如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26，乾隆九年冬十月丙午條記載客長在互市貿易中的職責：
廣西寧明州向置會館，設立客長，以為由隘出入之公所，該州慎選老成殷實數人充當客長，
由客長登記出隘客商姓名、籍貫、所帶貨物及販往何處，報該州查實、發給印票，並刊立木
榜，公示所需費用，不許客長藉端需索；令管理由隘之理土同知查明印票，給予客商腰牌；
有印票、腰牌者，方准放入；為便商養民而開放由隘，因此應命地方官慎密查察。
顯見客長作為會館中的商人領袖，在中外邊境互市上扮演了協助地方官發放印票、腰牌，並直接統領、
管理商人的角色。
鄰接安南／越南的廣西、雲南兩省，相較於其他內地諸省，居民較少、產業較不發達，因此兩省
境內的商業、礦業、農業等經濟生產及貨物流通大多由外省商人掌握，如掌握廣西工商業的主要是廣
東商人、湖廣商人、江西商人、福建商人等(陳煒，2003；侯宣杰，2005)；在雲南，來自江西、浙江、
湖廣、山陝、安徽、閩粵、四川、貴州的商人促進了雲南農業、商業、礦業的發展(林文勛，1991)，
而這些外省商人也是進行中越陸路互市貿易的主要成員(黃濱、張斌，1992)，這些外省商幫甚至在位
於中越互市通道上的城鎮設立了會館，而會館是外地客商在當地的據點，
「旨在聯鄉誼、祀神祇」
，
「是
商議經營事務之所，也是堆貯商貨、居停商客、從事貿易之所」
，會館也經常行善舉、設義學，
「既是
地域商人在客籍地聯絡大小商人自我管理、謀求發展的社會組織，也就成為地方政府加強治安管理、
特別是對外來人口管理的重要輔助力量」(《中國會館志》
，頁 11-13)。因此，這些外地客商不僅促進
中越兩國互易有無的商貿活動，也對邊境地方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作出了貢獻。清代的戶籍、保甲
等制度主要是用來約束在藉定居的百姓，至於到外省從事經商、開墾、開礦等移動人群，有些人像候
鳥一樣一年或數年往返本籍和事業地點一次，有些則幾乎定居於事業地點，有些人則隨著事業四處移
動，遊盪不羈，彷彿游牧民一般，地方官對於這樣的移動人群較難掌控，往往只能通過這些群體的中
的領袖來管理，例如道光三十年赴任雲貴總督的吳文鎔所謂的：「游民多則設有客長，客長得其人，
稽查出入，分別去留，則游民之保甲也。廠地則設有課長、硐長，課長、硐長得其人，查其來歷，辨
其良莠。則廠地之保甲也」(吳文鎔，
〈通飭各屬力行保甲札〉
，盛康，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兵
政六，保甲)。對於轄內充斥移動的外來人口的雲貴總督而言，「客長」無疑是移動人口的保甲了。
而移動人口自然不限於在中越邊境上從事互市貿易的商人群體，從清代經世學者魏源的說法，可
以發現在雲南等邊境礦區的礦工群體之中也存在著「客長」，而此處的「客長」也是統領礦工的領袖
之一：
凡礦所在，皆有場主聽其治，平其爭，以七長治場事：曰客長，司賓客聽斷；曰課長，司財
賄稅斂；曰廚長，司工役飲食，有事皆聽治於此三長。又有爐長、鑲長、硐長、炭長，分司
采煉。又有胥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嚴制肅，萬夫無譁。故雍正乾隆中，騰越邊
外為桂家銀場為緬夷所憚，永昌邊外有茂隆銀場為猓夷所憚。及桂家場之宮裡雁為邊吏誘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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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隆場之吳尚賢獻場於朝反為官所捕治，於是兩場之練勇皆潰散，緬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
威遠廳同知傅鼐結礦場之練勇以禦猓夷，斬馘數百，亦稱奇捷。(魏源，
〈軍儲篇三〉
，盛康，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七，戶政二十九，開礦)
由上述史料可知，礦工在邊境上開礦不僅能獲得礦產之利，在「客長」等領袖的統領下，他們還是實
邊練勇，能夠抵禦、抗衡境外勢力。
近來隨著地方檔案的整理與出版，對於清代的社會研究累積了不少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一般認為
清代中國的政府組織規模甚小，不足以維繫整個帝國從中央到基層之間的運作，以致於某些政府職能
必須委託民間協助，有學者甚至將這些民間人士視為「準官吏」，是介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
域」，例如，在法律上的民事糾紛調解之「第三領域」等等(黃宗智，2003)。當然，在清代商人管理
與商業發展層面上，經常能看到介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之現象，如以牙人等商業經紀人、
仲介人代為徵稅、管理商人等等，像粵海關監督以廣州十三行的行商管理中外船商、商鋪，即是其中
一例。行商的日常職責是替外國商人買賣貨物，替外國商船報關、報稅，還要建設夷館來接待、照料
(一方面也是監督、約束)外國商人，並且需要作為官廳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傳聲筒，負責傳遞官方法令
給外國商人等等；而出海商船中的大小商人的則由所謂的「綱首」等大商人負責統領、管理。清朝官
吏不涉足商業，除了監督商業秩序、依法維持市場公平交易外，不直接插手商人事務，因此需要通過
大商人(商總、商首)來統領、管理眾商。從行商或綱首的職責看來，他們扮演的角色充分符合所謂「第
三領域」的特徵。
至於出現在中越陸路互市貿易中的「客長」
，從上述史料提到的職責看來，
「客長」應該也扮演著
類似於粵海關行商和出海船商中綱首的角色。就筆者所見，目前對於「客長」的研究，主要都是圍繞
中國內政層次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課題，即使涉及商業層面，也僅止於中國內地的商業結構問題，例
如梁勇的〈清代四川客長制研究〉與〈重慶教案與八省客長：一個區域史的視角〉，陳亞平的〈清代
巴縣的鄉保、客長與”第三領域”—基於巴縣檔案史料的考察〉等論文，主要均是從保甲視角來看地
方管理與地方族群權力結構問題的研究成果，尚未有從中外互市視角進行「客長」研究的。因此，筆
者認為通過對於中越陸路互市貿易中「客長」的研究，不僅能窺見清代地方外政的一個面向，也更能
較為全面地認識「客長」在商人管理、商業發展以及與地方官互動等層面上所扮演的角色。
另外，清代中國的「客長」不僅存在於中國的內地貿易或是邊境的中外互市之中，甚至還存在於
海外的華人社群。清代的徐繼畬在《瀛環誌略》中提及婆羅洲(今印尼加里曼丹)上的中國開礦移民社
群：「近年粵之嘉應州人，入內山開礦，屯聚日多，遂成土著。……近已逾數萬人，擇長老為公司理
事，謂之客長。或一年，或二年更易。丁口稅銀，由客長輸荷蘭」(卷二，南洋各島，葉十一上)，可
見華人礦工到了海外，仍舊依循在國內的慣例，組成一個獨立團體，公推長老出任客長，而且客長也
依然如同在中國擔當所謂「第三領域」職能一般，站在政府與眾商(眾礦工)之間，協助當地政府(荷蘭)
執行課稅等職責。
不管是在中國內地、中外邊境還是海外移居地，客長都必須是「老成殷實」的人物，而且往往由
各自的商幫、礦幫群眾公推誠信、公正之人輪流擔當，才得以領袖商人、礦工等群眾。獨立團體中的
成員以公推方式選出客長的慣例，被某些學者認為具有「民主」的性質，而該團體也被視為具有「自
治」精神的組織，例如羅香林就認為由廣東僑胞在印尼加里曼丹組成的「蘭芳公司」(1777-1888 年)
是一個「共和國」(羅香林，1961)，而蘭芳公司的歷代「大唐客長」(或「大唐總長」)均由公眾選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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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方式產生，這樣的制度則是相當於「共和國」大統領(大總統)制度的「大總制」(羅香林，1941)。
由於蘭芳公司歷代「大唐客長」均由公眾選舉(公推)方式產生，加上具有軍事、警察力量，因此當時
的荷蘭人把蘭芳公司視為一個「共和國」
，但也有認為蘭芳公司根本不是「共和國」
，而是脫胎於天地
會的見解(朱育友，1988)。不過，基於中國存在長久的商人、礦工團體自發而有序的組織之傳統，筆
者以為蘭芳公司歷代「大唐客長」是沿革自中國固有的商人、礦工團體的客長制度之可能性極大。
在清代中國遭遇西洋近代列強的商戰挑戰之後，於光緒四年到南洋等地考察回國的官員黃楙裁在
〈南洋形勢〉(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百一，通論部二)中作了以下的建議：
華人愈多，市埠愈盛，故諸國始而招致，繼而妒忌，既無官長保護難免虐政侵漁，宜將戶
口詳細稽核，凡滿萬戶以上，設立領事一員，不及此數者或數埠共一領事，領事之下分設
客長，令商民公舉。夫英人佔據各處馬頭，多係公司眾商之謀，今可仿其意為之。客長之
中有才能素著為眾所服者，即給以頂戴，畀以職事上下一體、中外一氣，將見生齒日繁，
商賈漸興，南洋數十島之利權一旦盡歸於中華矣。
可見，清代官員欲將客長制度運用於保護外洋僑民與發展商業之上的想法。而黃楙裁所謂的「客長」，
是由「商民公舉」、「為眾所服」者，仍與中國固有的客長制度相同。
除了海舶互市貿易中的行商與綱首、中越陸路互市貿易中「客長」之外，在清代與俄國貿易的恰
克圖市場上，清朝管理恰克圖市場的官員也在主要進行中俄互市的晉商等商幫中找出各行業的「行
首」
，並以行首與眾商估定貨價，維持市場秩序。
「行首」是商肆、行會的首領，也叫「行頭」或「行
老」，有權規定本行商貨的物價(范文瀾、蔡美彪，1978)。
如何秋濤，
《朔方備乘》卷三十七，〈俄羅斯互市始末〉(葉十九、二十、二十一)所提及的：
(乾隆二十四年)議准，庫倫、恰克圖貿易事務日繁，駐劄司官應給關防各一顆。凡各商至庫
倫、恰克圖者，皆給以理藩院票，由直隸出口者，在察哈爾都統或多倫諾爾同知衙門領票；
由山西出口者，在綏遠城將軍衙門領票。以該商姓名、貨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書單，
黏合院票給與。其已至所往之處，又欲他往者，許呈明該處將軍、大臣、扎薩克改給執照。
其各商領票後，至庫倫者，由庫倫辦事大臣、理藩院司官稽察；至恰克圖者，出卡倫時，
由卡倫上會哨之扎薩克稽察。至商集，由恰克圖理藩院司官稽察。凡票商，令以現銀、現
貨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為名，潛留各部落取妻、立產，不准取蒙古名字。無
票者，即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貨物一半入官。恰克圖商集，以理藩院司官一人主
之，設書吏畢協齊……商集分設八行，選商之良善殷實者為行首，與眾商會同估定貨價。
該司官按各商到集日期先後，令以次交易。
故，中俄互市的恰克圖市場也存在著從眾商中選出的「良善殷實」之「行首」。
由上述內容可知，「客長」不僅是中國固有的商業、商幫組織機制的一環，還是協助清朝官廳管
理中外互市貿易商人和商業秩序的中間人；他們不僅存在於中國內地的市場，還存在於邊境中外互市
市場，甚至存在於海外商埠的華人團體；他們不僅活躍於清代的固有中國商業秩序之中，還在中國遭
遇了西洋近代之後的清季、民國時期扮演了團結華人商幫、迎戰列強商戰的重要角色。因此，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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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明白清代中國在地方外政、互市上的重要成員環節，還能認識到中國固有地方
商業力量在前近代與西洋近代的歷史進程中之沿革情形。筆者認為關於「客長」的課題，與本研究計
畫的內容和發展方向十分契合。
不論海關、海船互市貿易上的行商、綱首，或是陸路互市貿易上的客長、行首，應該都是在中國
固有的商業、商幫組織中扮演著類似職能的角色，在撰寫完「客長」的論文後，配合隨後對於清代中
國東北、北方邊境互市市場的研究，筆者還預備撰寫關於行首乃至行商、綱首等論文，以期日後能將
中國海路、陸路互市貿易的地方層級結構，結合筆者過去的研究成果，進行整體式的詮釋，以重建清
代中國固有中外貿易的歷史實像。

（含結論與建議）
最後，關於「建議」的部份，筆者以為歷史學可說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基礎科學，特別是政治學、
國際關係學、中外關係學、外交學、考古學等學門，許多都必須仰賴歷史學的基礎研究所形成的知識，
才能進行學術討論與研究。而基礎科學的研究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才能稍有收穫，往往要累積幾十年
的研究，才能成就一個學說或新知，因此希望貴委員會在審核歷史學研究計畫時，能盡量鼓勵並通過
多年期的研究計畫，讓歷史學者能有充裕的支持來進行基礎研究。以筆者為例，由於筆者身為大學教
員，僅能利用假期進行史料蒐集與田野調查，因此以筆者目前的研究計畫規模來看，至少需要六年以
上的時間，才能走完中國大陸西南、東北與北方、西北等地，而這只不過是完成基本的史料蒐集、分
析以及邊境田野調查而已，還不見得能完成幾篇初探性質的論文，可是不如此進行堅實的研究計畫，
則具有深度和質量的學術成果亦難以誕生。筆者申請 2012 年度的研究計畫原定為兩年期，經審核後
只通過了一年期的計畫，為了把兩年期的工作能在一年內盡量達成預定指標，筆者只好提前於今年暑
假執行在大陸東北的部份邊境田野調查工作與史料蒐集，以致於無法在暑假完成〈清代中越陸路互市
貿易中的客長〉(暫定題目)一文的撰寫工作，如今馬上又要面臨提交下一年度新的計畫申請，如此循
環不已，最後只是在申請計畫與鋪陳、敷衍計畫結論的文書工作之間疲於奔命，而我們所期望獲致的
良好研究成果不知何時能夠誕生。回想筆者在全職從事研究的歷史學博士班課程時期，為了完成一份
有質量、有創新觀點的學位論文，足足花費了數年全心全意、全身全靈的研究時間，才稍稍有了一點
點成就，而現在身為把時間大量花費在教學、服務、各式大小會議等工作上的大學教員，對於重新發
掘的研究領域，又該用時間才能累積出有質量、有創新思維的成果？兩者相較，其答案昭然若揭。
因此，筆者以為唯有支持多年期歷史學研究計畫，才有可能獲致良好的研究成果，才能推動長遠
的人文社會學科的基礎科學之發展，而貴委員會對於人文學科的發展之支持才能得到有效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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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成果自評
筆者在申請本研究計畫時，已經事先預想到可能遭遇的困難在於是否能夠蒐集到足夠的資料，畢
竟缺乏相關既有研究成果的主要原因，應該在於基層地方官吏的資料稀少，以及中國傳統不重視商業
和庶民經濟的觀念，導致嚴重缺乏相關紀錄。結果在實際走訪廣西、雲南當地的檔案館和邊境互市市
場之後，發現果然缺少足夠建構清晰的清代地方外政秩序之歷史實像的一手檔案資料，僅能多加利用
地方史志、商幫、會館等資料，來思考關於清代地方外政與互市市場秩序的研究課題。
因此在整理、分析能夠掌握的資料之後，如上述結果與討論部分所提及的，筆者認為可以進行三
個研究方向來撰寫學術論文，並得以延續現在和將來的研究計畫。在第一階段的方向上，筆者打算先
通過對於管理清朝與安南／越南之間互市市場的地方官與從事中越互市的商人之研究，來考察清代中
越之間固有的邊境外政與互市秩序，也已經開始撰寫〈清代中越陸路互市貿易中的客長〉(暫定題目)
一文，希望半年內能脫稿並交付審查、刊登。雖然未能在計畫結束之際完成投稿，但總算藉著本研究
計畫的實際執行過程，找到得以完成論文的課題，並為筆者日後陸續以清朝與朝鮮、清朝與俄國之間
的地方外政、互市秩序作為考察對象的研究計畫，打下延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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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筆者而言，此項涵蓋三個階段的長期研究計畫是重新發掘的研究領域，其中涉及了中國固有的
互市制度與地方外政秩序，以及中國在遭遇西方近代外交秩序前後的外政與外交之沿革的諸項課題等
等，而圍繞上述的主幹脈絡，又鋪陳出關於地方商幫、會館等商人組織與地方管理等地方史層次，乃
至各邊境區域的地理環境、交通路徑、經濟產業、商品流通等地理交通、產業經濟等層面的諸多相關
旁枝脈絡，待到研究成果陸續出爐後，或許能成就包含地方外政與邊境互市商幫等議題的專書。就筆
者所見，地方史或商幫的研究所在多有，但是從地方外政結合邊境互市的視角切入，圍繞從事互市貿
易商幫與邊境地方官廳之間的互動之課題，似乎尚屬罕見，若能順利完成計畫，則對於填補該領域的
學術空白，能作出一些貢獻。但在完成之前，有太多該做的準備工作和程序，還有許多可預料的和不
可預料的難題必須一一克服。對於一個重新展開的龐大研究計畫來說，能夠眺望到前景，並規劃好足
以循序漸進的詳細藍圖，筆者以為這樣的成果也算是差強人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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