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海則知聖人：明代琉球冊封使海洋書寫義蘊探詮
中研院文哲所

廖肇亨

（一）前言：東亞使節文化書寫涵蘊試詮
漢詩是東亞漢文化區在相互遭遇時交流溝通的媒介與工具，明清以來彼此往
來頻繁的外交使節及其相互贈詩無疑是左傳賦詩傳統的再現。因此在天下承平之
際，來自不同國家詩人的遭遇，可以從中看出時人的世界圖像與秩序觀。而在動
盪時局中可以看出詩人安頓身心的求索，還有一大群因貶謫、流放、漂移的知識
群體，詩歌成為寄託心聲的絕佳方式。詩歌，不僅是發抒個人情志的工具，也是
探視價值系統在世界秩序劇烈變動之際的絕佳門徑。
從《左傳》賦詩的傳統開始，外交使節與詩賦並結下不解之緣。孔子說：
「行
1
己有恥，使於四方，不辱君命，可謂士矣」 ，清初的潘耒則為漢代以前的使節
文化書寫勾勒出一個大致的系譜，甚至以為使節的作品開創千古風雅源流。其
曰：「人臣銜命出疆，有安危利害之寄，專對不辱命，聖人猶難之，使之職誠重
矣。然自古奉使有聲者，往往多文雅之士。春秋子產、季札、晏嬰之徒，皆閎覽
博物，長于辭命。漢世陸賈、嚴助、終軍、司馬遷、相如，亦數數奉使。至如陳
湯立功絕域，而《傳》稱其工為章奏；蘇子卿大節皎然，而贈別五言為千古風詩
之祖。以是知為天子使，惟文人為最宜。」 2 蘇武贈李陵之詩大抵出於偽託，幾
乎已成定論，盡人能言，但潘耒看出使節與文學書寫的關係，仍可謂深有識見。
使節文化書寫不單只是風土人情的記錄而已，也反映了（一）「自我/他者」
的相互觀看（二）新舊事物與價值觀念的衝撞與融合（三）對商業或社會的實境
等不同面向的反映。以明清為例觀之，明代朝貢貿易體制確立以後，決定了東亞
諸國外交往來的基本形態。晚清國族主義興起，中國與世界的外交形態進入世界
體系之中，傳統的朝貢貿易體系正式走入歷史。然而不論在任何一個時期，漢詩
在東亞各國的往還之間始終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使節的遊記也是彼此觀看的重
要史料。例如琉球的歷史與明清兩代的琉球冊封使關係極其密切，台灣的發現也
與明代琉球冊封使有關 3 ；晚清大詩人黃遵憲在近代外交史上也具有一席之地，
其作品同時廣受中日兩國讀者的歡迎。另一方面，異域的流傳也造就了詩人的聲
名。曹弘《畫月錄》曾以乾隆時期的詩壇為例，說道：「京朝好名者往往結交聘
使，冀其流譽異域，故李純客有凡詩編流傳他邦者，皆非佳作之論」 4 ，詩藝良
窳且先不論，外交使節是流傳異域最直接的管道。綜上觀之，東亞各國使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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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書寫，既是相互觀看的窗口，也是彼此發聲溝通的場域。甚至也有可能成為形
塑一個國家或區域文化意象（與想像）的憑藉。外交使節也代表了一種新知識、
新觀點的傳入，例如明代使節倪謙在朝鮮 5 ，以及明清之際東渡日本的黃檗宗僧
6
。使節的文化書寫更是解構抒情傳統此等單一偏斜理論話語的重要資具。日本
學者村井章介對日韓的漢詩與通交之關係討論至細 7，
《燕行錄》
、
《皇華集》的研
8
究也已經引起學者的關注 ，然而華語圈的研究者對於中國文學中與使節相關的
豐富文本與內涵卻乏人問津，近年中國大陸的學者已經開始措意於此。使節與文
學的互動是東亞漢文學一個牽涉遼遠、內涵充實的寶庫，豐富的題材與義蘊尚待
進一步的探究。
同時，我們也發現：對外交使臣而言，旅行的經歷不但是個人難忘的回憶，
更是他們社會與知識生活中重要的文化資本。使節的文化書寫（包括詩、遊記、
奏議等）不只是單純的旅遊見聞而已，更必須充分傳達背後政權的姿勢與聲調，
因此使節的文學書寫是複式聲調的展演，等待多重角度的詮釋與重塑。邇近由於
文化理論對於旅行研究、朝聖研究等議題的開展，觀看使節的文化書寫具有多重
向度的可能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幾個不同層面的討論：（一）使節文化書寫對
於「自我/他者」之政治、宗教、社會的紀實與虛構。
（二）使節文化書寫所呈現
的世界秩序與天下圖像，例如朝貢貿易體系或民族觀念在使節文化書寫的投影。
（三）使節文化書寫體現的美學與修辭策略。（四）使節文化書寫所反映的時空
觀念。（五）使節文化書寫所體現的神聖與世俗世界。
使節是文化交流最重要的媒介之一，筆者未來希望從以上幾個不同的進路對
東亞諸國之間使節的文化書寫之功能、角色、作用、影響等相關層面進行剖析。
雖然關於琉球冊封使的研究已經累積相當的研究成果，但多集中在史實層面的考
掘，至於其書寫特質與思想基礎，則有待之覆仍多，同時琉球冊封使牽涉到中、
琉、日本三方面，眾所周知，「北虜南倭」一直是明朝政府的心腹大患，牽動了
東亞最敏感的政治神經，也相當程度的反映了當時知識社群的世界圖像。另外，
琉球冊封使親履洪波，在航程中種種神奇驚險的經歷，在中國海洋書寫傳統具有
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一方面是開拓了宋代詩人的海上經歷，另一方面，又開啟了
清代以後渡臺詩與晚清以後大興於世的海戰詩等創作主題的序幕。琉球冊封使留
下的種種作品，例如《使琉球錄》
、大量詩文（包括友人的贈序）
、奏議、更是檢
視使節文化書寫不容輕易看過的寶庫，本文以明代琉球冊封使為例，檢視晚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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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海洋觀與海洋詩學的精神境界與世界觀 9 ，冀能對認識使節文化書寫有所裨
益。
（二）「險夷原不礙胸中」：晚明海洋儒學義蘊試析
昔日蔣年豐先生曾標舉「海洋儒學」
，或稱之以「海洋文化的儒學」
，用之與
「內陸文化的儒學有個對反關係」。蔣先生此文原為反駁當年轟動一時《河殤》
的論點而作 10。蔣先生用心良苦，積極尋找儒學的在地主體性與持續發展的理論
基礎，這樣的說法固然充滿啟發與價值，然而筆者以為，蔣先生在標舉海洋儒學
的同時，對於傳統儒學的海洋觀並未充分加以檢討 11。試思：如果傳統儒學果真
從未含有海洋的可能，甚且具有排斥的基因，兩者的融接恐怕不是一種幸福的新
局，而是災難或癘疫的開端。換個角度說，認識海洋與儒學傳統之間的關連性，
截長補短，應該也是未來發展海洋儒學時不容輕易放過的重要工夫歷程。
嚴格來說，海洋並未放棄儒學，孔孟等聖賢也曾觀海有得 12。一般的儒者對
於海洋並不親切，於此並未充分發揮精義。衍唱「空餘魯叟乘桴意，粗識軒轅奏
樂聲」卻是詩人蘇軾 13 。明代儒者對於海洋始別開生面，王陽明著名的〈泛海〉
詩或當有開闢之功。詩云：
險夷原不滯胸中，何異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里，月明飛錫下天風。 14
陽明此詩極為膾炙人口，陽明此詩作於赴謫之際，《年譜》曾有詳細的記錄 15 。
林麗娟謂此詩「實可見出愈挫愈奮之精神，這應是來自其豪放豁達的個性使然。
16
」確然。
「浮雲過太空」一詞其實帶有濃厚的禪家風味，例如六祖慧能曾說「不
見一法存無見，大似浮雲遮日面；不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17 即同
此意。此外，眾所周知，在佛教與理學傳統中，明月常用來指晶瑩澄徹的真如本
體；與真如本體相對即是「業風識浪」
，亦即外界塵囂紛擾，故而「海濤三萬里」、
「飛錫下天風」等意象之寫景之外，亦同時象徵生命中的險惡試煉，儘管如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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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廣大澄靜，一無所動。首句雖是自贊，移之以觀海亦恰得其分。海天一色，
即是我胸次廣大，縱浪大化，不憂不懼。此詩雖然帶有道學玄言的智慧，卻無經
生家的說教氣味，且氣勢豪壯，無怪乎選家於此作青眼有加。因此，在陽明詩中，
變幻莫測的波濤比擬生命中險惡的考驗，海洋的浩瀚定靜如同真如本體，海洋同
時也成為彰顯真理智慧的重要場所門徑。明代琉球冊封使郭汝霖（1501-1580）18
是江右王門的重要成員，郭汝霖〈洋中折舵歌〉詩寫風波險惡情狀較陽明猶勝一
籌，詩云：
雙雀嫋嫋何自來，驚雲忽暗金銀臺，咫尺不辨颶驟發，萬馬突兀仍奔雷。
鼉作鯨吞勢益雄，鮫呴龍吼濤山摧。瞥烈一聲舵幹劈，兩艚掣斷繩千尺。
浮石螺杯盡蝶飛，雞呼雁叫如人摑，舉舫哀聲不忍聞，拔劍問天天嘿驀。
生寄死歸心所安，五百生靈良可惜。往讀《使錄》疑過言，今朝字字皆親
搤，冒險覓利古所嗤，嗟余捧命非賈客。三日換舵危苦甚，舵換舟人回生
澤，稠疊閩山倏在望。扶持罄荷神功碩，海邦登岸慶生全。平地風波尚難
策，人生於世何有哉，止足安危君自擇。 19
此詩泰半就景實寫，如山浪濤迫面而來。舵繩俱斷，命垂旦夕， 奔走哭號，目
前歷歷，前半節奏緊湊，後半安詳舒緩，海中折舵，萍寄無託，死生莫測。此詩
狀風濤驟發之險、人命危脆極其生動。關於郭汝霖此次航程中的驚險之狀，郭汝
霖別有長文敘之甚詳，茲不贅及 20。此番劫後逢生的經歷，成為郭汝霖契入體道
的關鍵。日後郭汝霖與胡直談起這段經歷時，充滿著人生智慧的輝光。其曰：
吾浮海有四徵，夫人平居語利害，不大怵于心，至涉境鮮有不攖者。方吾
始開洋梅花也，潮平濤静，瞬目千里，何其鬯也。頃踰赤嶼，遘巨魚，舟
顛甚，雖予與舟中人，無不悸廢。事竣歸國，颶作，柁折，舟中羣號。而
予亦憂慄，至五日不粒食，已而蹶然思曰：
「吾學不在是乎？」徐自定，又
思曰：
「吾以死報國分也，其如五百人何？」于是聽舟人請捐所愛物投諸水，
又口占文授事，檄天神，即得風不怒，易柁而還。吾然後知涉境攖寧之弗
易易也，此一徵也；夫人旦夜念慮淵淪，飈舉葢烈于潮與颶矣，自非舟柁
牢甚，弗可救。抑孰知吾黨以學為舟，以志為柁乎？孔子葢十五得舟柁故，
卒登于道岸，此二徵也；昔讀杜氏《通典》紀琉球事，以吾所覩記則夐異，
即永樂間《星槎勝覽》載翠嚴大竒等山，及蔗酒事，種種誣也，予乃信不
行不為真知，然則知行果一矣，此三徵也；吾昔泛彭鄱，稱弘矣，至海則
不知幾千萬里，而始覯土納已之山，是山不知幾千萬里，隠若泡影，其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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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冊 129，卷 1，頁 25-26，
總頁 389-390。
20
詳參郭汝霖：《重編使琉球錄》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49，卷上，頁 17-19，總頁
668-669。
4

是山者，又不知其幾千萬之衆且廣也，予乃知海之無不有也而不見有，此
四徵也。吾浮海僅僅達此。 21
就此觀之，無怪乎鄒元標稱「先生之得于海者深也」22，觀此可知，洋中折舵的
經驗成為郭汝霖體契聖域奧旨的契機，幾同陽明龍場之悟。郭汝霖得之於航海經
驗的體悟至少有四點可說：（一）涉境不動心之難（二）志學須如舟舵般堅貞，
方許登岸得道（三）知行須合一，且文獻記錄不足為憑，須以親履斯地為真親切。
（四）聞見不能拘以一隅，尚有廣闊的天地與瑰奇的景致，易言之，學不動心與
立志精高極其難得，且真誠踐履之功必不可少，並且應該離開書本，真誠地探索
這個廣大的世界。
航海經驗成就郭汝霖的生命智慧，成為郭汝霖體契孔子、陽明學說的生死道
場，舟中舵折此一經歷幾可謂「百死千難」，郭汝霖於生死之間、於儒門奧義，
莫不從風濤度來，同時也對儒學的思想形態有所增飾。稍後另一名琉球冊封使蕭
崇業 23 固然不若郭汝霖知名，然其觀海之旨歸入儒門事類，可謂海洋儒學之功
臣。其曰：
於戲！「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昔聞其語，今睹其
然矣。夫惟水善下，故能成其海；人善虛，故能成其聖。海何所不有，聖
人何所不容；知海則知聖人矣。昔者，河伯聞若說而適適然驚、規規然自
失也，豈非以出崖涘而後可以語大理乎！是故明此以養德，則恢廓靈明、
藏納媺懿，不可極也。明此以酬物，則變化闊廣、淵涵權妙，不可闚也。
明此以禔身，則離世超俗、潔裏粹表，不可滓也。明此以遻逆，則威武無
懼、禍患無恐，動作當務與時周旋，不可縳也。信乎！聖人之道，所以其
大如海；而溝澮無本之學，惡足以究滄溟之量哉！余嘗臆為之說曰：孔子
乘桴浮於海，蓋欲審察道體、考驗學術、祖述憲章之志不遂，而思以上律
下襲也者，意義誠深遠焉。故謂子路無所取裁，良有以耳。此殆可與馳域
外之議者道耶？ 24
這段話雖然遍引《老子》
「上善若水」
、
《莊子》河伯海若之說、以及《管子》
「海
25
不辭水，故能成其大」 種種，仍以聖門為旨歸。
「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典出《孟子‧盡心》
。其曰：
「孔子登東山而小魯，登太山而小天
21

胡直：〈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一厓郭公墓誌銘〉，
《衡廬續稿》，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台
北：商務印書館，1983），冊 1287，卷 8，頁 11-12，總頁 739。
22
鄒元標：《石泉山房文集》序，頁 374。
23
關於蕭崇業的生平傳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岩井茂樹先生考證極詳，至見功力。參見
岩井茂樹：
〈蕭崇業‧謝杰撰《使琉球錄》解題〉，收入夫馬進編：
《使琉球錄解題及び研究》
（沖
繩：榕樹書林，1999），頁 33-50。
24
蕭崇業：《使琉球錄》，《使琉球錄三種》，《臺灣文獻史料叢刊》（臺北市：大通書局，
1984），輯 3，卷上，序，頁 62。
25
管仲著，
（唐）房玄齡注：
《管子》
，
《四部備要》
（台灣：台灣中華書局，1981）
，子部，冊 347，
卷 20，頁 9-a。
5

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焉。流水之為物也，不盈科不行，君子之志於道也，不成章不達。
26
」歷來注家對孟子這段「觀水有術」的解釋，多側重在本源的必要性，例如朱
子即持此解 27。蕭崇業則從大海周納萬物的特質出發，暢言「知海則知聖人」——
斯乃真可謂海洋儒學的本旨。前已言之，海的廣大無邊即是浩瀚的胸次。觀海足
以養德，澄澈靈明，恢弘無邊，涵養萬物，春風舞雩；於世事變化，經權互用，
智慧無窮；應世無礙，然絕非和光同塵，而是一身精粹潔白，義高雲天；並且勇
猛精進，無所畏懼。海一般的仁慈、智慧、高義、威勇，率皆從周納無邊的胸次
中來。
嚴格來說，蕭崇業論述的「聖人之道，其大如海」，其實與佛家的海印三昧
或華嚴宗家「海有十德」的說法（例如唐代的澄觀）頗有雷同之處 28 ，於此多少
亦可見晚明儒者融合眾家的傾向，此先置之弗論。蕭崇業的航程雖然也有艱險，
但與郭汝霖折舵的淒苦慘狀畢竟差有小勝，海洋的壯闊成為蕭崇業反省人生世事
的觀景台，其曰：
凡曏之縱險嘗囏、歡奇適勝，指星測水、校雨量風者，允矣木榮之飄塵、
好音之過聽、浮雲之點空、翔烏之馳隙，殆驀然倏然忘其然而然耳，又何
以知蹈海之足以定至危之倪，又何以知宇宙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乎。於戲！
海哉，海哉！此固孔子之所欲桴而未能、季路之所欲從而未許也。彼有視
眎為畏途，乃僅僅取足於几席襟帶間，而不復以上下四方為度內者，誠漆
園吏所謂「井蛙不可語於海」耳。若夫保生重己之說，尤淺之乎，其為丈
夫者哉！ 29
蕭崇業此段文字氣勢萬千，孔子乘桴浮海的故實不斷為蕭崇業所稱引，足見此乃
26

同註 1，《孟子注疏》，頁 238。
朱熹：《四書集註》
（台北：藝文印書館，1980），
《孟子》卷 13，頁 10。
28
永明延壽曾言海印三昧十義，以大海之澄寂不動，印現萬象，比喻如來之智海，清淨湛然，
一切眾生之心念、根欲，皆印現於如來三昧智中，稱為海印三昧。永明延壽曰海印三昧具有如下
十義：(一)謂如來三昧法性平等，離諸名相，不加功用，而能顯現一切諸相，稱為「無心能現」。
(二)謂如來三昧隨眾生之心而現種種相，此相如光如影，了不可得，稱為「現無所現」
。(三)謂如
來三昧於能現之智與所現之境，皆為一念圓融而十方普應，稱為「能現所現非一」
。(四)謂如來
三昧於能現之智與所現之境，雖十方普應不一，然皆本於一念，稱為「能現所現非異」。(五)謂
如來三昧乃萬法現於自心，此為不來；其身相 於法界，此為不去，稱為「無去來」。(六)謂如
來三昧普遍包容，無法不備，眾生之世界，亦含容而不離於一心，稱為「廣大」。(七)謂如來三
昧將一切世界攝於一心中，而不簡別巨細，皆能印現，稱為「普現」
。(八)謂如來三昧於一切世
界當念即現，無前無後，色相宛然，稱為「頓現」。(九)謂如來三昧於諸法相，無有不現之時，
稱為「常現」
。(十)謂如來三昧寂然不動，然為順應眾生，故於非應之中隨感而應；猶如明鏡，
無心現物，而對像即現，稱為「非現現」
，見延壽著、劉澤亮點校整理：
《宗鏡錄》
，卷 18，收入
《永明延壽禪師全書》（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頁 291；
《涅槃經》有一段話，大約可
以視為佛教的海洋哲學。其曰：
「大海有八不可思議，何等為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
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不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六者大身眾生在中居住。七者不宿死屍。八者
一切萬流大雨投之不增不減。」。見《大正藏》
，冊 12，卷 32，頁 558。
筆者有意就儒、道、佛三教說海的思想整理疏通彼此異同，別撰專文論究，且俟來日。
29
蕭崇業：
〈使事紀〉
，《使琉球錄》
，卷上，頁 81-82。
27

6

蕭崇業建構海洋儒學的重要理論資具。這段話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蕭崇業抨擊那
種安生畏死、只重一己之身的懦夫。雖然明代王艮「保身」之說為人所熟知，然
此處卻極有可能針對因畏死而廢使事的吳時來而發 30 ，當然，在蕭崇業的同時，
海上險惡的風濤多數人亦避之唯恐不及 31。因此，儒者必須從海洋體認聖人之道。
此段話起首雖然沒有援用內典，卻完全是人世無常迅速的喟嘆，雖然宇宙無
窮、禍福吉凶無定，但那永不放尋的勇氣與追索真理的決心終將突破所有的艱難
阻障。海洋，匯聚了勇氣、智慧與壯闊的胸懷。不難看出：無論對於郭汝霖或蕭
崇業而言，海洋是人格境界提升與開顯最重要的場域。相形之下，黑格爾的海洋
不但不是涵泳萬物的春風道場，卻充滿了欺詐與暴力。在黑格爾的詮釋之下，穿
越海洋的重重考驗，商業貿易成就勇氣與機智 32 。然而在儒者來看，通海貿易之
利亦是成就德行的契機，晚明李樂曾曰：
王敬所先生宗沐，台州人疏海運事，刊有成書，其言鑿鑿可信。然中間利害
相當，不免覆溺船隻，傷多人命，如何容易任得？任來亦必不久。欲圖可
久，須從習熟上做工夫，使人得海之利，不習熟則望洋而怖心生，不得海
利則惜身而懈心作，是求通海而壅塞之也，何以濟得大事？為國家深長之
慮者，必不可廢而不講已 33 。
李樂曾任官閩地，與蕭崇業等人有所過從。晚明官僚在海禁與通海之間往復辯
難。先且不談，李樂引述王宗沐其人，
《明儒學案》
〈浙中王門〉有傳，其以為海
洋是鍛鍊技藝身心的道場，並且透過利潤的追求，對於責任、氣魄有不同的體認，
此亦與國家運勢息息相關，亦見儒者本色。琉球冊封使持節王命固非習熟可致，
然關係邦國氣運則有以過之。蕭崇業肩膺重任，穿越驚濤駭浪，方識海上雄風快
意如許，在漫長無盡的航程，即令是容納數百人的封舟遇上滔天巨浪，仍舊措手
無策。詩云：
琉球入海針為路，孤舟去去南風渡；驀然東折不可行，石尤之風反南征。
波濤洶湧高百丈，湍流橫蹙噴舟上；陽侯激怒勢欲傾，銀屋飛來與船并。
30

徐葆光：
「（嘉靖三十七年）命給事中吳時來、行人李際春充正副使，齎詔封世子尚元為王。
時來尋疏論大學士嚴嵩奸邪狀，嵩言其畏航海之險，故生事妄言；世宗怒，杖、戍時來。改命刑
科給事中郭汝霖偕際春以行」
，氏著：
《中山傳信錄》
（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72）
，台灣
文獻叢刊第 306 種，冊上，卷 3，頁 110。
31
李樂曰：
「凡公家事，不係一身一家者，莫只為自己算計，需要合人己通算，方妥，在朝在野
皆然。六科琉球差渡海風波，軀命所關，誰人要去，然輪著也，須付之天命，不由人躲，萬曆某
年間，一友人應輪著，先期告病歸，自謂得計，不久遇京察降級，改縣丞，轉知縣，隨卒。蓋得
便宜事，不但人忌，造物亦不相容也。」
《續見聞雜紀》，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242，
卷 10，頁 377-378。
32
黑格爾說：「要知大膽的人們到了海上，既不得不應付那奸詐的，最不可靠，最詭譎的元素，
所以他們同時必須具有權謀——機警。這片橫無涯涘的水面是絕對地柔順的，——它對於任何壓
力即使一絲的風息，也是不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來是十萬分無邪，馴服，和藹，與可親；然而
正是這種馴服的性質，將海變做了最危險激烈的因素。人類僅僅靠著一葉之扁舟，來對付這種欺
詐與暴力；他所持完全是他的勇敢與沈著。」筆者來看，這段話就是海盜思想的理論型說法。見
黑格爾著，謝詒徵譯：
《歷史哲學》（台北：水牛出版社，1997），頁 196。
33
李樂：《續見聞雜紀》，卷 10，頁 378。
7

又如千駟奔躞蹀，萬斛雄舸邈一葉；四圍冥昧灝無邊，晝夜茫茫混大圓。
狂澇喧豗紛不止，雷震碧空差可擬；轉天搖日蛟螭藏，三峽迴川那足方！
舟人股弁靡所立，孱兒群呼抱相泣；使君危險總忘情，重眎王命此身輕。
「忠義」二字良獨守，泰山、鴻毛我何有！丈夫所貴意氣多，慷慨翻為浩
浩歌。封姨一夜薰風正，大家拍手篙師兢。使君至此開心顏，航海難於上
青天；腸斷征帆幾半月，何時得到中山國？ 34
王命不僅是肩頭的重擔，同時也是鎮守封舟的基石，忠義情懷則是堅定的舵，獨
守著目的地方向。浪濤之間，轉天搖日，死生存亡俱在不可知之天。對於遭遇風
浪時頭目眩迷，心不能自持一事，蕭崇業的解釋是：「此皆孱夫不習水，且漫不
知降伏其心，故稍涉驚危可愕之事，神竟為所奪耳。 35 」也就是說：堅定的心志
不僅是追尋理想的羅盤，更是克服生理病苦的良藥。蕭崇業雖然不以理學名世，
但透過航海經驗的焠鍊，顯然對於聖學心法有了全新的體認。同時，透過琉球冊
封使郭汝霖與蕭崇業，儒學海洋論述的意境與內涵也有了嶄新的樣貌與格局。
（二）「忠孝之道，行於四夷」：異域王道德化流行
琉球冊封使的使命在於宣揚王化，冊封禮是最重要的儀式，對儒者而言，禮樂
即是王道教化的表徵。漢官威儀與當地風俗如何相互調和其實是個複雜的問題。
冊封使郭汝霖亦意識至此。其詩云：
布巾角髻走僮夷，廠服籠頭婦女馳。隊隊驚(言幸)唐禮樂，人人詫說漢官
儀 36 。
「布巾角髻」
、
「廠服籠頭」乃當地衣冠樣式。而「唐禮樂」
、
「漢官儀」其實是外
來的風景，之所以「隊隊驚訝」
、
「人人詫說」其實乃與當地風物未能一致之故。
關於儒者所見的異國風物，稍後會有較詳盡的討論。而從觀者如堵亦不難看出：
冊封使的儀式典禮其實是一種刻意經營的景觀，借用戲劇學者謝喜納的話說：儀
式即表演，表演即儀式 37。琉球冊封副使謝杰（1537-1604）38 於此亦有自知之明，
賦詩云：
象緯早占滄水使，樓船高駕豫章材。槎飛五月鯤鵬運，詔捧三秋鸞鳳毸；
函裏絲綸將雨露，階前干羽淨氛埃。赤旒弁綴星文爛，白玉圭傳雪色皚。

34

蕭崇業：
〈迎薰歌〉
，《使琉球錄》
，頁 158。
同前註，頁 81。
36
郭汝霖：
〈封王十咏〉，
《石泉山房文集》
，卷 5，頁 16，總頁 438。
37
若將戲劇人類學家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對儀式與戲劇的看法移之於此或許將具啟發，
簡單的說，其以為在宗教儀式中的戲劇演出與宗教儀式兩者其實並非截然劃分，而是相互融攝的
過程。見Richard Schech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and Back ”in Ritual， Play and Performace:
Reading in the Social/Theatre，ed. Richard Schechner and Mady Schuman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1976)，pp. 196-222。
38
關於謝杰及其著作，方寶川的研究可以參考。參見方寶川：
〈謝杰及其著作考略〉，收入辛德
蘭編《第十屆中琉歷史關係學術會議論文集》（台北：中琉文化經濟協會，2007）
，頁 61-7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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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束帶圍窺海怪，麟團袍錦學宮裁。虞廷獸舞瞻京闕，周陛鑾聲徹上台。
小隊笙歌蠻部樂，大庭宴會內家醅。花飛杏苑靈鼉急，梅落梨園玉笛催。
河朔未開十日飲，主賓先酢萬年杯。風飄葆蓋龍蛇動，暝入罘罳鳥雀豗。
夷旅韜鈐饒劍戟，漢官威羽象雲雷。禮成人散黃昏後，椎髻爭看天使回 39 。
雖然冊封大典主要以中國禮樂為之，亦因時地不同而於各地有所增損。「蠻部
樂」
、
「內家醅」皆非中華風物。漢官威儀、唐家禮樂其實是中華文化的表徵。文
化的移植、接受、吸收與熔鑄也是一場漫長危險的航程，充滿不可預期的未知。
儀式典禮固然浩蕩鬧熱，然遠不如文獻圖籍般綿長久遠。典禮壯盛的儀節，主要
仍在宣告宗主國的「王化」，對琉球當地的臣民而言，天朝固然崇高，更是遙遠
的。與天朝使節伴之而至的是：樂音的悠揚、繁複的儀節、美味的佳肴 40。至於
天朝使節的道德智慧，自有另一種不公開的儀式。蕭崇業記其經過云：
受天子新命，與一國更始；群臣具冠服，四拜賀。臣之尊且親者，捧觴為
壽。朝罷設宴，金鼓笙簫之樂，翕然齊鳴；王奉酒勸。酒清烈，云自暹邏
來者。肴蓛紛旨，方丈錯華，享之有加籩。然不能自製也，皆假閩庖人為
之。及饋之畢，余等令儀從迎詔敕返；王再拜曰：「天子總統海宇，四面
風德。臣第蕞爾一小夷耳，茲厚幸辱制詔遠賁臣，臣敢不留鎮國中，為子
孫世世寶」！乃數稽首請。於是余等先奉有俞旨，猶令啟其金匱之藏；長
史數臣各捧一道來，奎翰絢一堂矣，遂許之留。王喜甚，別。後隨遣王親、
長史致禮物，長跽；再讓，姑取刀、扇、土布少許，其金不之受。復函書
曰：「嘗聞伊尹致慎於一介、孟子堅辭乎萬鍾，非苟為異而已。蓋以義之
所不敢出者，與其傷廉，無寧過隘耳。古聖賢持己欲嚴，大率類是。余等
濫竽侍從之列，即弗宜皦皦，謂與庸眾殊。然內外瞻仰，在此一舉。獨奈
何負生平而處頑夫下邪！伏冀賢王少聽其志也！盛儀附璧」。王見書，令
長史還報曰：「永僻居萬水之中，猶蛙跧井底耳。乃聖朝不置之化外，至
勤從者賜以弁服，即不穀之師也。極知庸褻不足以瀆閽人，第區區一念誠，
莫得其酬焉！昨攬榮示，悚汗流踵矣；敢不知責乎」！曩事畢瀕行，然後
王堇一訪；非禮也。余等諷以大義，王輒慨然從；謂「天使遠為大典過臨，
何宜傲惰如此」！遂灼吉親至館謝 41 。
與「金鼓笙簫之樂，翕然齊鳴」的陣容相形之下，蕭崇業退還琉球國王贈金的行
為雖然不免有點冷清，卻更洋溢著道德的光輝。為此，蕭崇業還作〈述志，兼諭
夷中君長〉
、
〈卻金行〉等詩，以師長的姿態，訓斥琉球的君王「義利欲嚴儒者事、
清風何必使人知」 42 、「宴罷中山贈數金，居夷那變四知心」、 43 「余誠不能比德
39

謝杰：〈進王城冊封，周覽國俗，感成二十二韻〉，蕭崇業：《使琉球錄》，頁 163。
琉球朝貢中國主要的目的仍在於追求實際的貿易利益，相關的研究至夥。這裡只是說明公開
的儀式可能的涵意。
41
蕭崇業：《使琉球錄》，頁 85。
42
蕭崇業：〈述志，兼諭夷中君長〉，《使琉球錄》，頁 16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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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數者，區區竊慕古人之芳躅」44。作為一個儒者，蕭崇業對於金錢與道德的界
限，仍然是必須謹守的分際。
但，這卻是一場不折不扣的演出（performance）
，雖然周圍的觀眾也許不多。
45
卻金之舉，濫觴於陳侃 。陳侃在《使琉球錄》一書，明載其事 46 ，明代琉
球冊封使郭汝霖、蕭崇業、夏子陽 47 皆有卻金之舉，且皆各自陳述不取之高義。
陳侃就此說：
「今聖天子御極，議禮制度，萬物維新。群工濟濟，皆秉羔羊之節；
晉如鼫鼠者，愁如摧如而已。侃等叨居近侍，萬里銜命，正欲播君德於無疆、守
臣節於不辱，為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義，以貽滿橐之譏耶。 48 」而萬曆的琉球
冊封使夏子陽在推卻琉球國王的贈金之後也說：「誠謂義利之界限甚嚴、辭受之
關係匪細，欲竊附於禮義之交，且以全使臣不辱之節：故寧蹈不恭焉耳。 49 」
清初的琉球冊封使徐葆光 50 曾說：
「前明使臣卻金不受，始於陳侃；世宗仍命
侃等收受。嗣後例辭，亦有准辭，令貢使帶回者。」51 顯然，徐葆光對於明代冊
封使刻意演出的卻金戲碼不以為然。管見以為：明代冊封使卻金之舉雖是一場刻
意的演出，但其動機一則以見使節自身道義節行之高，
「贈/卻」之間恐怕已經各
有定見，同時也是琉球冊封使在道義節操上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
，說明
身膺天使重任實因自身風操誠篤有以致之；另一則是藉以說明中華道義跨海遠
颺，冊封使權充身教楷模，歷歷寫入《使琉球錄》
，恐人不知，更是「矜名衒跡」
52

的具體表現。
德化流行，露霑澤潤，道德的輝光成為溫暖連綿的生機蓬勃。冊封副使謝杰
說道：
琉球為國，僻界萬濤中，汗史不前著；帝弗臣、王弗賓、歷代弗能馴；稽
所為地，亦微乎微者。迨入皇朝，憬然內屬，其言曰：「風不鳴條、雨不
破塊、海不揚波」
。意者，中國有聖人乎！包茅竹箭，願齒東藩為聖人氓。
貢既入，一再歲又輒至，不疏不數，如是以為常；即越裳之雉，弗奇於此
矣 53 。
43

蕭崇業：
〈卻金行〉
，《使琉球錄》，頁 165。
同前註。
45
關於陳侃的生平與冊封琉球的經過，參見藤本幸夫：
〈陳侃撰《使琉球錄》解題〉，收入夫馬
進：《使琉球錄解題及び研究》，頁 1-18。
46
陳侃：
《使琉球錄》
，《使琉球錄三種》，《臺灣文獻史料叢刊》（臺北市：大通書局，1984），
輯 3，頁 17。
47
關於夏子陽的生平與冊封琉球的經過，夫馬進：
〈夏子陽撰《使琉球錄》解題〉，收入夫馬進：
《使琉球錄解題及び研究》
，頁 51-59。
48
同註 46。
49
夏子陽：
《使琉球錄》
，《使琉球錄三種》，《臺灣文獻史料叢刊》（臺北市：大通書局，1984），
輯 3，頁 233。
50
關於徐葆光，參見夫馬進：
《使琉球錄解題及び研究》
；曾清琉；賴正維、黃姍：
〈徐葆光與《中
山傳信錄》考述〉
，《福州大學學報》2005 年 2 期（總 70 期），頁 92-95。
51
徐葆光：
《中山傳信錄》，冊上，卷 2，頁 76。筆者案：此舉恐起源更早，然陳侃之前文獻無
徵，陳侃應該只是可稽考的文獻源頭而已。
52
蕭崇業：《使琉球錄》，頁 88。
53
蕭崇業：《使琉球錄》，頁 14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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琉球之所以「歲又輒至」的朝貢中華，絕非單純嚮慕中華文物而已，而是不願將
巨大的貿易利益拱手讓人，今日學者論之已詳，無庸詞費。但對儒者而言，德行
仍是渡海遠颺和煦的春風，扶弱濟傾，廣澤千里之外的眾生。而琉球，也因為遵
從聖王的教化，成為儒學德行春風吹拂的土地。是以夏子陽說：「琉球，我太祖
所稱守禮之邦也。以彼累代弗賓，似為尉陀「不知漢大」；乃一旦歸命真主，畢
獻方物，有來雍雍禮可知矣。奕葉相承，其儀不忒，且能愛人以禮也；毋亦先世
之教，載在守府乎；奉以周旋，無敢失墜；宜其長為東藩，以光昭嗣服也。」54
琉球之所以為守禮之邦，既是皇朝風化所及，也是儒家天命德行的潤澤。透過儒
家的忠孝之道，彼此分享共通的價值觀，也就如同一家之親。是以「忠孝之道行
於四夷，胡、越其一家矣 55 」。儘管，儒家的禮樂，也未能避免外族的入侵、甚
至戰火的波及 56 。
（四）「夷之君臣，其亦可感」：異國景物與德鑒風操
前已言之，琉球冊封使遠渡重溟的期待之一在於擴充聞見，包括自然景觀與
人文風俗。例如陳侃說：「窮荒絕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鎔；而風聲曠邈，品藻弗
及。若道途之險易、山川之怪奇、風俗之媺惡、人物之醜好，以至昆蟲草木之變、
安居和味宜服利用備器之不齊，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諏，自
不可少也。57 」——奇特遭遇的異國生活經驗，也成為讀者讚嘆觀賞的特殊期待。
有時，也成為冊封使異鄉繁重案牘生活中的重要調劑。例如郭汝霖寫到琉球的花
木：
海島專名鳳尾蕉，重苔茉莉亦嬌嬈。蒼雲入戶時流采，皓月穿簾故引標 58 。
雲月固是熟悉之物，然在異鄉，時有不同之姿。鳳尾蕉，即蘇鐵，琉球、台灣、
福建、廣東常見。然陳侃亦未之見，曾云：
「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棕而葉似鳳尾，
四時不改柯易葉；此諸夏所無者。徜徉良久，塵慮豁然。 59 」，衡諸明清典籍，
鳳尾蕉幾乎已成為琉球花木的代稱 60。茉莉雖是東南沿海常見花木，然此花原產
於印度（一說西域）
，宋代王十朋曾曰：
「沒利（茉莉）名嘉花亦嘉，遠從佛國到
61
中華 」、蕭崇業說：「花則雜色不可種名，惟茉莉、木樨、王蒸最盛 62 」夏子陽
曰：
「（琉球）花亦少見，惟茉莉、佛桑最盛，香艷亦遠過於閩中 63 」對明代琉球
54

夏子陽：
《使琉球錄》，頁 234。
陳侃：《使琉球錄》
，頁 15。
56
1609 年，日本薩摩入侵琉球。從此，琉球成為日本的藩屬。
57
陳侃：《使琉球錄》
，自序，頁 1
58
郭汝霖：
〈新築茅亭夷子移花來蒔〉，
《石泉山房文集》
，卷 5，頁 17，總頁 438。
59
陳侃：《使琉球錄》
，頁 18
60
郭汝霖之外，明代冊封使陳侃、蕭崇業、夏子陽、清代冊封使徐葆光、冊封副使周煌等皆曾
在著作中敘及鳳尾蕉。
61
王十朋：
〈又覔沒利花〉，
《梅溪前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1，卷 7，頁 163。
62
蕭崇業：《使琉球錄》，頁 113。
63
夏子陽：
《使琉球錄》，頁 25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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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封使而言，琉球的茉莉花本身亦帶有相當程度的異國風情 64，與鳳尾蕉同樣代
表了琉球特殊的風土人情，琉球茉莉清新的芬芳，洗滌陳侃、郭汝霖等人繁重公
務之餘的呼吸。
花木之外，在日常生活，琉球冊封使都有不同的體會，例如暹邏酒 65、日本
歌舞 66、日本茶 67、輿服 68、倭扇 69、日本錢 70 等與冊封使日常生活所見皆有不同。
雖然「以夏變夷」是儒者的理想，但在異鄉所見，時有勝於故國者。陳侃眼中所
見夷人因公忘私的精神委實令華人汗顏。其曰：
越二十五日之夕，颶風暴雨倏忽而至，茅舍皆席捲；予館亦兀兀不安，寢
不能寐。起坐中堂，門牖四壁蕩然無存。因念港口之舟恐不及繫，遣人視
之；僉曰：「昏黑不辨牛馬，而岐路安可分；盍待之」！風雨果惡，亦不
可強。質明而往，王已差法司官率夷人數百守於舟側矣；詢之舟人，乃夜
半時至也。法司亦夷官之尊者，路且遙，不避而來；予因嘆曰：「華夏之
人，風雨晦暝之夕，塞向閉戶以避之，猶恐未安。衝風冒雨而行者，必其
骨肉顛沛而不容已；孰能視他事如家事而艱險不辭者乎！夷之君臣，其亦
可感也夫」！ 71
琉球人為公忘私，且高官不惜地位之尊、風雨之劇，為公忘軀的大無畏精神，在
陳侃心上留下深刻的印象。相形之下，華夏之人顯得懶散、自私、怯懦。陳侃此
處「他事/家事」的說法其實類似於「公/私」的概念，並且似乎隱隱然觸及儒教
中國過分強調宗法家族，因而對於公共倫理始終有所扞格的缺失，意即自我（家
族）利益的追求往往與公共倫理的漠然形成強烈的對比。晚清以後，日本移自西
方，並改以改頭換面的「公德」論述曾影響台灣、中國各地 72 ，事實上，遠渡重
洋以後，意識到華夏公德闕如的琉球冊封使代不乏人，「公德」云云雖是現代性
的論述，但晚明以來，琉球冊封使透過他者的鑑照，映顯出自身行為的缺失。透
過親身的見聞與經歷，對於自我形象也有不同的認識。陳侃對於「華夏之人」
、
「夷
之君臣」說法，已帶有近乎類似廿世紀初期「國民性」論述雛形的意味。「國民
性」論述自有其得失，且與國族主義伴之而來 73，明代琉球冊封使自無可能熟悉
64

有趣的是：日後民謠「茉莉花」傳唱海外，茉莉花又成為中華情調的象徵，國族文化表徵的
創制往往如此。
65
陳侃：《使琉球錄》
，頁 16，
66
陳侃：《使琉球錄》
，頁 17、夏子陽：《使琉球錄》，頁 233
67
「地不宜茶，凡茶皆從日本至也」。夏子陽：
《使琉球錄》
，頁 258。
68
夏子陽：
《使琉球錄》，頁 255、頁 264。
69
夏子陽：
《使琉球錄》，頁 234
70
陳侃：《使琉球錄》
，頁 29。
71
陳侃：《使琉球錄》
，頁 18
72
關於這點，陳弱水先生有過詳細的討論，參見陳弱水：《公共意識與中國文化》
（台北：聯經
出版社，2005）一書。
73
國民性問題的討論，先發軔於廿世紀初期的日本，流風所及，中國知識界亦對此一課題極為
關心，特別為人所熟知的是魯迅對國民性問題的高度關切。關於「國民性」的討論汗牛充棟，一
個簡明的歸納整理，可以參見任劍濤：
《從自在到自覺—中國國民性探討》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
社，1992）一書。
12

此等論述，其說法之動機仍是在勸諫傳統下開展。例如陳侃曾對琉球人強健的體
魄留下深刻的印象，其曰：
蓋（琉球人）生有膂力，耐饑渴勞苦；熱壁挽舟之時，雖終日不食、終夜
不寢，而亦未嘗告病，匪直賤者若是，雖酋長之貴亦慣勤動；大風暴雨，
雖夜必興，相與徒行露立於港邊以防舟之漂蕩焉，而寒濕不能使之疾也。
國無醫藥，民亦不夭札（折），或壯、或老始生痘疹。地雖卑濕，而不見
其疲癃殘疾之人：是豈盡出於稟賦哉！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慾，元氣固而
腠理密也。 74
以今視昔，琉球果真無「疲癃殘疾之人」？這種說法恐不無過分誇大美化之嫌。
痘疹，即天花，可謂明清之際小兒醫最關注的焦點疾病 75。陳侃何由得知琉球人
「或壯或老始生痘疹」
，不免啟人疑竇，但此處指出琉人體魄的強健在於「勤動」
，
琉球官憲之所以風雨無阻戮力從公，因其身體強健之故，其根由就在於「薄滋味、
寡嗜慾，元氣固而腠理密」——也就是節度飲食男女的本能欲望，這固然是陳侃
在琉球的見聞心得，恐怕亦多少含有對明代皇帝（嘉靖）縱慾無節的生活形態微
存諷諫之意。
《使琉球錄》帶有強烈的官樣文章性質，史料的真實性屢遭質疑 76 ，
紀事資料又多複衍踏襲，難以見出作者的情思，但冊封使亦在有意無意帶入各自
的時代脈絡，隱然透露出時代基調的走向。例如蕭崇業也曾就琉球的稅制說道：
至於賦斂，稍寓古人井田之遺法。上下各食其土，絕無暴橫之虞；即祭封
所用布帛、粟米、力役之徵，則第一時暫取諸民而非常也。 77
明代琉球的稅制真有井田制的遺意？恐怕是蕭崇業自己一廂情願的想像成份居
多 78 ，蕭崇業的說法更多側重在「上下各食其土」，其苦心慘澹的說法究竟存有
多少真實性，不得不令人加以懷疑，眾所周知，井田之制往往也是儒者理想國家
圖像的部份投影，就現實而言，恐怕窒礙難行，不過至少蕭崇業希望減輕人民租
稅負擔的立意良善 79 。特別強調「絕無暴橫之虞」，更是對本國稅吏的苛酷所發
出的強烈指控。夏子陽對琉球國王的仁厚讚譽有加：「今（琉球）國王仁厚，自
為世子至今，未嘗殺戮一人」80，相對於萬曆帝的昏庸與廠衛的恣意，琉球國王
的仁厚多少反而成為冊封使反躬自訴的契機。觀察他者，是認識自身不可或缺的
74

陳侃：《使琉球錄》
，頁 30。
關於痘疹在近世醫學的重要性，論者已多，可以參見梁其姿：
〈明清預防天花之演變〉
，楊聯
陞、全漢升、劉廣京主編：
《國史釋論：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論文集》
（台北：食貨出版社，
1988）
，頁 239-253；熊秉真：〈
「痘」與「疹」及近世中國幼兒的傳染病〉
，《安恙：近世中國兒
童的疾病與健康》（台北：聯經出版，1999），頁 223-305。
76
參見夫馬進：《使琉球錄解題及び研究》頁 31、頁 58。
77
蕭崇業：《使琉球錄》，頁 113。
78
琉球的租稅制度，可以參見沖繩國際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編：
《近世琉球の租稅制度と人頭稅》
（東京：日本經濟評論社，2003）一書。
79
萬曆七年，張居正的稅制改革尚未正式大規模展開，不過以蕭崇業常居言路的經歷來看，有
可能側面聽聞此一消息，文獻不足徵，姑存一說，以俟來日詳考。
80
夏子陽：
《使琉球錄》，頁 26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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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特別是儒者，除了觀察異鄉的鳥獸草木之外，對於道德行為的表現，同樣
投與高度關切的目光，琉球冊封使正是一個絕佳的例證。
（五）「恃險與神」：變動中的華夷秩序
萬曆廿年（1592）豐臣秀吉侵韓之後，牽動東亞各國政治情勢微妙的轉變，
琉球處於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政治情勢，情境十分特殊。豐臣秀吉歿後，不旋踵間，
德川家康代豐臣家而興，亟欲修補日本與東亞周圍諸國的關係。萬曆 34 年（1606）
的琉球冊封使夏子陽在日本侵韓之後、薩摩藩入侵琉球（1609）的前夕，政治局
勢格外敏感，故而明代的琉球冊封使當中，夏子陽於此較前代的冊封使於華夷（特
別是中日）關係著意尤深 81，琉球王國一向對明代冊封使十分禮遇，即令是在夏
子陽之後的杜三策，琉球王國是時雖已遭受薩摩藩侵略，然薩摩藩對冊封使一行
依然十分禮遇，至少沒有彼此挑釁的情勢 82。唯獨夏子陽處於中、日、琉彼此敏
感神經的交會，面臨以勇猛著稱的薩摩武士，在《使琉球錄》中，夏子陽臨危不
亂的表現令人印象深刻。其曰：
九月間，忽夷屬有報倭將來寇者，地方甚自危；余輩召法司等官問計，惟
云「恃險與神」而已。予等乃諭之曰：「若國雖小弱，豈可無備禦計！幸
吾等在此，當為爾畫策共守」。因命其選兵礪器，據守要害；更飭吾眾兼
為增械設防。夷國君臣乃令王舅毛繼祖率夷眾千餘守於國北之地－－曰米
牙磯仁；蓋倭船所經過處也。無何，倭數舶至，則賀國王及來貿易者也。
余恐我眾潛通市易或致生端召釁，乃下令嚴禁，絕勿與通；吾眾凜凜奉法。
倭聞先聲，且知吾有備，亦惴惴斂戢，不敢動。及聞余輩將返，請願一見
為榮。時左右皆曰：「倭佩刀，性如犬羊；請勿與見」！余曰：「倭素猖
獗，不知禮。今以吾天朝之威求見，若拒之，是示怯也；如堂堂之體何」！
令陳兵衛，開門坐見之。彼一見氣奪，伏地稽顙，再拜而出；語琉球人曰：
「吾見吾國王，未嘗懼；今見天使，吾膽落矣」！後二日，余輩出；望見
83
前驅，即遠避伏覩，不復如曩日之逼視恣睢矣 。

觀此，夏子陽可謂智勇兼備，且威風凜凜。然而夫馬進先生指出，此等官樣文章
旨在描寫天威顯赫，不免有掩耳盜鈴、自欺欺人之嫌。夫馬進先生指出，夏子陽
決非如是英勇，在一個非正式的場合，夏子陽才透露出他當時的恐懼與憂慮，無
81

清代的琉球冊封使也著意於異國風俗的記錄，有趣的是：在清代的《使琉球錄》中，日本反
而不顯身影，遠不如在夏子陽著作中頻繁出現而且氣焰囂張，此或許也與日本進入鎖國時代有關。
82
杜三策的從客胡靖的記錄中《琉球記》只有偶一出現的薩摩商人。
83
夏子陽：
《使琉球錄》，頁 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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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乎日後悸疾纏身 84 。其曰：
丙午冬，子陽竣事，還私向余言：「日本近千人，露刃而市，琉球行且折
於日本矣。且使臣入彼國，若不聞焉，其所以事天朝，至淺鮮也。操縱伸
縮，惟是諸陪臣與吾之通事，表裡為姦。區區兩使臣，威所不能加，法所
不能禁也。倘異時者再啣命涉滄溟，其辱國彌甚。君其識之！」余聞給舍
言，愴然有感于心。乃今數年，日本狡焉啟疆，而琉球之君為虜，臣為僕
矣。且陽借脩貢之途，以陰行假道之計，撤我藩籬，窺我虛實，日引月長，
將何以固吾圉乎？玉關之謝，抑其末耳。
《詩》曰：
「肇允彼桃蟲，拚飛惟
鳥。」當事者勿泄泄焉，而視之若桃蟲，然則幾矣。 85
露刃而市，是日本武士帶刀的身分象徵，夏子陽顯然在琉球已見到大批的薩摩武
士，福州府志的作者對於日本併吞琉球的野心洞悉無餘。陪臣與通事表裡為姦，
夏子陽在《使琉球錄》中不厭其煩，縷縷細述 86。豐臣秀吉侵略朝鮮，大明軍隊
馳驅赴援，國力為之支絀，此際的琉球冊封使，雖然仍維持天朝上國的陣容，但
姿勢緊張，遠非盛平時期的穆穆雍容，大廈催折危傾之兆已然浮現，帝國正在悄
然崩解之中，使節夏子陽仍然必須維持天朝上使的體貌，誠可謂用心良苦。其曰：
余又追憶疇昔關酋犯順，蹂躪我朝鮮，一時掖垣典戎之臣率馳驅視師，倥
傯無寧晷。琉球距日本咫尺爾，朝鮮失，則琉球亦難獨存；我東南之地，
且與夷逼，前所訛言將亦可為隱慮！賴國家赫聲濯靈，倭奴遁跡，平壤敉
寧。以故中山一彈丸區，戴天所覆，世世奉冠帶，稱為東海波臣；即余承
乏兵垣，亦憑藉寵靈，萬里作使，不以武飭而以文綏，大異疇昔馳驅倥傯
狀。遭際明盛，何幸如之！頃余駐中山時，倭舶卒至；余為約束從役，謹
持天朝大體。倭卒斂戢不敢肆，至有避道竊觀，嘖嘖漢官威儀；已復從使
館願謁稽首而去，余甚異焉！夫琉球，不大於朝鮮也；中山世子，未變於
曩日也。嗣位之初，倭為擾；受封之會，倭為豔。此其故，不在倭、不在
琉球，而在我國家耳。夫惟天子恩威並暢、制馭得宜，即犬羊猶然帖服。
安知海外殊域漸被聲教而向慕文明，不以中山為前茅。 87
此文以德化流行作結，直同八股具文，可謂儒者體格聲貌，先置之不論。夏子陽
的冊封琉球之旅，對於當時東亞海上的國際情勢，有了深刻的認識。事實上，朝
鮮、琉球，都是日本逼近天朝中心，企圖掌握東亞世界秩序霸主的嘗試，同時也
覬覦豐厚的經濟利潤。夏子陽雖仍必須強調德行教化的重要性，但對於琉球作為
帝國東冊的屏障也有不切實際的考慮，同時從現實層面來看，夏子陽對於失去琉
84

沈德符謂：
「夏還，循例陞太常少卿。以海中悸疾發，尋告歸不起。」沈德符：〈冊封琉球〉，
《萬曆野獲編》（北京市：中華書局，1959），頁 781。
85
（明）喻政修，林材纂：
《福州府志》
，
《稀見中國地方志彙刊》
（北京：中國書店，1992）
，冊
32，頁 194。
86
參見夏子陽：《使琉球錄》
，題奏，頁 197-216。
87
夏子陽：
《使琉球錄》，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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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幾乎已成定局，勢難再回一事洞若觀火。
「恩威並暢」
，恩者固不必言，威者實
乃修飭武備之謂。從夏子陽這段話來看，顯然當時薩摩武士為首的日本人已經直
接參與琉球王室的典禮等政務，琉球冊封使夏子陽當亦已了然在胸，徒不能明言
而已。衡諸夏子陽之前的琉球冊封副使謝杰的〈日東交市記〉中對於日本人勇悍
的畏懼，嚴格自制尚足以應付 88 ，至夏子陽時，則除整勵武備，別無選擇，似乎
已經見到事端萌蘗的徵兆。其曰：
是年九月間，夷屬傳報有倭船若干艘將至；問之法司等官，曰：『此事傳
有數年，而未必確然。國有靈神，可恃以無虞』！余以倭懷封豕長蛇之心，
不可無備；因稍畫策，令之選兵礪器以待之，仍命隨行鐵匠多備堅利器械
以資防禦。後倭來，知吾有備，亦竟銷萌；故夷人深德余輩為徙薪也 89 。
晚明文人論兵成風 90，況夏子陽身任兵科給事中，於武備感受最深。神靈與山川
地理形勢皆非終極的倚恃，現實政治充滿權謀、暴力與無止盡的慾望交纏。儒者
德治天下又何嘗不與山川之險、神靈之佑同為幻夢一場。東亞的政治情勢已經進
入重新整頓的階段，夏子陽的琉球經驗充滿驚悸，又潛伏了無窮的暴力，夏子陽
修飭壯盛的軍威如同廣場上喧鬧的禮樂大典，或夜空燦爛的花火，在當地徒留一
場繽紛的回憶，當夏子陽駕著封舟，帶領一行人浩浩蕩蕩離去之後不久，薩摩藩
就正式併吞琉球。雖然自此之後琉球仍然定時朝貢，安靜地讓中國人當作一切從
來不曾發生過，就連《實錄》也刻意隱匿 91 ，當然，作意隱藏的沈默，也是一種
言說論述的方式。
（六）代結語
東亞使節文化書寫，雖然已累積部份研究成果，邇近關於域外漢籍、東亞漢文
學的討論漸有繁盛之勢，然而使節文化書寫的研究在漢語學術圈尚未蔚成氣候，
與東亞他國的研究熱潮相比，已大幅落後實是不容輕忽的尷尬現況。此一研究主
題的重要性至少可從以下數點觀之：
（1） 呼應當今國際文學文化研究的潮流。眾所周知，邇近空間思維取代時間思
惟，單一主體的論述往往也為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或相互關係
所取代；互文性、雜多性、複調性焠鍊為語言風格之一環；因此，旅行研
究、人文地理學、文化地誌的研究大行於世。使節的文化書寫提供此一研
究向度絕佳的資源與條件。
88

夏子陽：
《使琉球錄》，頁 280-281。
夏子陽：
《使琉球錄》，頁 263。
90
晚明文人談兵之風，參見馮玉榮，
〈晚明幾社文人論兵探析〉
，
《軍事歷史研究》2004 年第 2 期，
頁 155-160；趙園，
〈談兵〉
，
《制度‧言論‧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
（北京：北
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79-161。
91
根據夫馬進先生的研究，1609 年，薩摩藩入侵琉球的情報，很快便傳到福建，當時的福建巡
撫也立即呈報，但《實錄》卻在其他的目的之下刻意隱去薩摩入侵琉球此事的記錄。參見夫馬進：
〈一六０九年、日本の琉球併合以降における中國・朝鮮の對琉球外交―東アジア四國における
冊封、通信そして杜絕〉，2008 年 8 月 15 日明史學會演講記錄。
（時筆者為夫馬先生演講之通譯）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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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中國文學新的觀看角度與理論話語。前已言之，使節文化書寫並非過
去中國文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但就目前的研究進程來看，至少在明清時
期，作品在海外流傳的程度也是詩人作家攫取聲名或利益的重要手段。清
代中葉的朝鮮燕行使李德懋（1741-1793）與四川詩人李調元的文字往來
也是文學史家津津樂道的故實，此皆具見於李調元《雨村詩話》當中 92 ，
而袁枚《隨園詩話》也有數則關於朝鮮使節的記錄 93。以使節文化書寫為
契機，對於檢視中國文學的範疇與內涵，美學意境與修辭策略或許都有不
同的認識與體證。
（3） 重新省思漢語漢文學的作用、東亞使節往來，漢文漢詩是最重要的文化形
式。甚至日韓、韓越之間的使臣也用漢詩酬和。在中國之外的東亞地區，
中韓使臣唱和的《皇華集》成為東亞各國漢詩習作的重要範本。在近代以
前，漢語漢文化也曾是其他語言文化圈知識份子的焦慮、啟發，愛與恨交
織的所在。當人們熱切談論梁啟超所受的日本影響時，往往忘記魏源《海
國圖志》在稍早的日本啟蒙知識份子（如佐久間象山）流行的情況。使節
的文化書寫正是省思漢語漢文漢詩在東亞地區傳播與演變的最佳起點。
（4） 加深對於東亞諸國互動情勢的認識。包括中國、琉球、日本、韓國（朝鮮）
。
並從使節的文化書寫中認識當時東亞知識社群的世界圖像以及異文化交
流過程中衝突與調和的過程。
本文以琉球冊封使為例，對其可能的文化涵意加以檢視。雖然明代琉球冊封
使出使琉球或因罪譴（如陳侃）
，或因政爭波及（如郭汝霖）
，往往並非出於自願，
依然無礙其建構一套極具特色的文化論述，從而對傳統的儒學、詩學進行潤色或
改造，例如海洋儒學的論述在明代琉球冊封使手中有長足的進展，既與孔子乘桴
浮海呼應，也深化明代王學生死問題思惟的向度。冊封使在種種繁文縟節的儀式
之外，還必須在行為舉止之間體現道德教訓的潤澤（雖然帶有濃厚的表演性質）
。
異鄉生活的見聞與長途航行的經驗，不僅是個人難得的體會，更是觀照與理解自
身的不二法門，琉球民風的醇厚與勤奮、人民體魄的強健、日本武士的勇悍對琉
球冊封使而言，都是意料之外的收穫，以今視昔，仍然充滿啟發。琉球冊封使在
異鄉認識世界秩序與華夷關係的變動，更強烈衝擊士人的知識結構與價值系統。
誠如夫馬進先生充滿睿識的告訴我們：明代冊封使的記錄充滿想像、因循踏襲、
虛矯誇大，作為史料的真實性大有疑問。然而正因如此，更加貼近現實人生的模
寫。明代冊封使的使節文化書寫既是明代學術思想或文藝美學的呈現，更是價值
觀、人生觀、世界觀交匯共感的唱演。怯懦、無知、矯情，盡人而有之，我輩又
何獨能免，實不足持此以咎古人。更重要的是：在追尋理想世界的旅程，重新認
識到自身的缺失與不足，在困頓飄搖的世紀尋找適當定位的座標，美好的異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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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與鄉土認同也並不相害，壯闊高廣的視野，克服重重艱難險阻的大無畏勇氣，
還有，在颶風惡浪中始終奮勇向前的信念，才是人生航程當中永遠挺立的羅盤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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