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粵西‧風土‧紀遊（二）：以董傳策、魏濬、徐霞客為考察核
心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7-2410-H-003-097-

執 行 期 間 ： 107年08月01日至108年07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范宜如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馮昭翔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魏琪芳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蔡靖女文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0　月　31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粵西‧風土‧紀遊（二）：以董傳策、魏濬、徐霞客
為考察核心〉係《粵西‧風土‧紀遊:晚明西南書寫的文學表現與地
理想像》之延續。相對於前一年集中在「筆記」的探索，著重其隱
藏的文學意涵以及粵西筆記的地方性與漢族的文化記憶，本年度的
研究計畫，則有以下的提問——
如果「西南書寫」已成為一種研究路徑，或是方法與觀點，那麼
，「壯遊」者如何「看見」西南?「宦遊」者又如何「突顯」西南地
域與明代中國的差異?關於粵西筆記的書寫，牽涉到敘述者的觀看角
度，以魏濬為例，既有治理者的身分，又自稱非如使者「採異代方
言，攬俗採謠」之責任，而是「遣孤鬱」之作，隱含著位居邊境者
之情緒與感覺，亦可看出筆記書寫隱蔽的文學特質 。本計畫旨在透
過不同文類(筆記、日記，文集、詩歌)的西南書寫，查考其書寫意
圖、文士心態及文學表現。分別為（一）魏濬的粵西筆記探究（二
）徐霞客西南經驗的追索（三）董傳策的粵西奇游
本年度研究成果已發表三篇國際研討會論文，分別為〈徐霞客西南
行旅的異族敘述與地方經驗〉(台北醫學大學)、〈手攀星岳，足躡
遐荒：《徐霞客遊記》的西南書寫〉(韓國外國語大學)以及〈地誌
書寫與異族敘述：以魏濬《西事珥》、《嶠南瑣記》為主的考察〉
(韓國全北大學)。其中〈地誌書寫與異族敘述：以魏濬《西事珥》
、《嶠南瑣記》為主的考察〉已發表於《東亞漢學研究》期刊，另
外兩篇研討會論文也將修改投稿。
透過研究，筆者指出，筆記中的詩歌創作，是魏濬二書書寫的特色
之一；即事詠歌之外，抄錄前輩文人之詩，更是魏濬寫作之習。詩
歌結合夷習與古典，呈現異族文化現象，建構了邊境的文化景觀。
前後應和詩作是文人的傳統，也是「文化記憶」的儀式，情感的表
述。藉由引詩與創作這種前後續連，疊映複述的呈現，看見粵西的
關係世界。筆者反思，在筆記文與遊記的敘事之外，可以再持續追
索詩歌的內涵，與《粵西詩載》連結，看到粵西在地的民俗歌謠與
前代文人詩作之間，詩歌如何創塑文學的地理學。
另一方面，筆者以為，所有的書寫可以說都是一種當代史，古典文
學的研究也是當代文化心靈的再現，當我們將目光放到邊境物事
，其實也是在碰觸自我的價值觀與文化記憶。以徐霞客西南行旅的
異族敘述為例，有幾個層次可以探究。其一，他是以個人的行動探
索去感知這處陌生之地；其二，由於無法以語言記錄，書寫者必須
更敏銳地觀察，從衣飾、住居、飲食等等面向，越客觀的筆調越詳
實的記錄，更顯示書寫者與異族的差距。其三，由於徐霞客的西南
之行，並非短暫的觀賞旅遊，長時間與異族的接觸，浸染其中，也
會碰撞出文化的省思，有其觀看之道。透過語言(聲音)的敘寫，呈
現了文化接觸的對照與評價。方言書寫則體現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文
化接觸，語音之「譯」捕捉了西南風土的特質，形成「西南知識庫
」。此外，若以物質文化研究角度來觀察西南書寫，可以看見漢族
與異族之關係世界，反映了中國西南地域文學的多音本質與文化意
涵。

中文關鍵詞： 粵西、筆記、西南書寫、地誌

英 文 摘 要 ： This year’s study has produced one journal article along
with thr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apers. Besides digging



deep into the neglected biji by Jun Wei and the essay
compilation of Chuan-ce Dong, this study also delves into
Xu Xiake’s Travel Notes. Previous studies in this respect
as our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study goes on to scrutinize
the aforementioned texts, with special focus on xinan and
any forms of cultural contacts taking place therein.
In the course of study, we take accou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including
biji, travel notes and poetry; apart from that we also draw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landscape wherein contacts were
made between Han people and local aborigines in different
dialects and to the aborigines’ renovation movement upon
Han people’s arrival. Faced with Han people’s narration
of the aboriginal life, a researcher should be fully aware
that only after s/he seriously identif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th sides should s/he go on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contacts. Finally, there are plenty
of issues that could be pursued in the wake of this
project. These issu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for
example, the spreading of the xinan database, which has
been argued for in this study through our descriptions of
‘objects’, how the idea of xinan was constructed in
relation to the idea of the empire, and how writing of such
a peripheral place was achieved. All these questions can,
however, be transformed into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our
connections with this modern world.

英文關鍵詞： Yuexi,biji(note),Southwestern writings,chor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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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2__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出國參訪及考察心得報告 

 

一、前言 

 

本研究計畫係《粵西‧風土‧紀遊:晚明西南書寫的文學表現與地理想像》

之延續。相對於前一年集中在「筆記」的探索，著重其隱藏的文學意涵以及粵

西筆記的地方性與漢族的文化記憶，本年度的研究計畫，則有以下的提問—— 

如果「西南書寫」已成為一種研究路徑，或是方法與觀點，那麼，「壯遊」者如

何「看見」西南?「宦遊」者又如何「突顯」西南地域與明代中國的差異? 

董傳策因嚴嵩案謫貶於粵西十年，魏濬治邊於粵西，徐霞客以壯遊者之姿

態尋訪此地，粵西為其共同形塑的歷史舞臺空間。徐霞客「耽奇嗜僻，工於摹

寫」1，魏濬「長於考證，詳於描述」，董傳策則是「奇游探幽，詩作繁富」。

《徐霞客遊記》成為行旅者之經典，魏濬治邊之經驗有其獨特的視野；而董傳

策的詩文之作，又成為汪森《粵西詩載》的主體內容。此三人的著作及研究角

 
1 ﹝清﹞永瑢、紀昀：〈徐霞客遊記〉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一（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印行，1965年），頁 1539。 



度，看似為三個不同的粵西文人個案探討，或個別地域之研究，其實探討的仍

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議題。其間的異族敘述、地理景觀以及文史知識所創造的

「西南語境」，如魏濬與徐霞客的「土人」之說，徐霞客與董傳策的「奇」；魏

濬與董傳策就粵西風物而以不同文類表現的手法等等，三者有其關聯性。可說

是「紀遊」「粵西」之地理空間，詮述「風土」。本計畫將藉由文本細讀與析

探，理解文人行旅經驗，建構西南山水的體驗，觀照庶民的生活世界，看見邊

荒之地的地方想像與文化記憶，進一步探索地域書寫的方法。 

 

二、研究目的 

 

「中國西南」的範疇包括雲、貴、川西、湘西一帶，範疇甚大，各個區

域，有其不同的歷史文化脈絡。從地理空間來看，「粵西」之地，與雲南、嶺南

地區相連，並連接安南等國，被視為「羈縻之城」 ，可稱為「內部的邊

疆」 。關於粵西筆記的書寫，牽涉到敘述者的觀看角度，以魏濬為例，既有治

理者的身分，又自稱非如使者「採異代方言，攬俗採謠」之責任，而是「遣孤

鬱」之作，隱含著位居邊境者之情緒與感覺，亦可看出筆記書寫隱蔽的文學特

質 。本計畫旨在透過不同文類(筆記、日記，文集、詩歌)的西南書寫，查考其

書寫意圖、文士心態及文學表現。以下分成三部份說明。 

 

(一)魏濬的粵西筆記探究 

 

人類學者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曾指出，文化有兩種不同的詮釋方

式，即淺層描述(淺描)（thin description）與深厚描述(深描)（thick 

description）。他以眨眼為例，有一種是純生理作用的眨眼（blink），另一種

專門用來針對特定觀眾示意（wink），是社會與心理的探討對象。 人類學家有

必要深入地探討，從事所謂深層描述，方能了解事物背後的文化面向，甚至事

物底層的心理機制。文學研究者也應當以「深描」的角度看待筆記的文學表

述，不應以作者具備官方的身分，即以為其較為板滯，不具文學的審美觀照。

筆者以為，在明清西南書寫所呈顯的華夷對舉，邊地特徵之外也當關注書寫者

如何在異地的文學表述，其間有個人的情感發抒及心靈經驗。魏濬的兩本粵西

筆記(《西事珥》、《嶠南瑣記》)，可說是漢族視域下對粵西地理的情感與敘

事。魏濬二書不僅呈現了漢族治理者的官方角度，也透過歌謠的紀錄，呈現粵

西一地戰事與蠻亂的民生現象及民眾心態。尤其《西事珥》亦是徐霞客行遊西

南的知識資源 。本次研究課題則從地誌與異族的書寫與觀看，解讀治邊者的文

人情懷與治理心態。 

 

(二)徐霞客西南經驗的追索 

 



除了魏濬的粵西筆記之外，另一方面，此次也著力於徐霞客的西南經驗。

明清文人學者的西南經歷，多有文集傳世，如楊慎、王士性、謝肇淛等人，其

中最具盛名的應是徐霞客。相較於其他人因派任之故，以官員身分進入西南地

域，徐霞客則以一人一僧一僕，壯遊西南，既為當時文人所寶，亦成後世之傳

奇。從旅行者的遊蹤歷程來看，徐霞客的萬里遐征、西南之行並非興之所至，

而是醞釀已久的旅行意識。筆者聚焦於異族的文化接觸與行旅敘事的時間節

奏，藉以呈現紀遊文學的情感內蘊及感覺結構。 

 

(三)董傳策的粵西奇游 

 

董傳策（1530~1579）為松江府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據《明史‧董

傳策傳》：「董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學士嚴嵩……疏入，下詔獄，謫戍南寧。穆宗立，召復故

官。歷郎中。隆慶五年。累遷南京大里卿，進工部右侍郎。萬曆元年，就改禮

部。言官核傳策受人賄，免歸。繩下過急，竟為家奴所害。」由於上書彈劾嚴

嵩，因而遭貶，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隆慶元年（1567）謫守廣西十年。 

    根據《雲間志略》卷十四〈董宗伯幼海公傳〉所言：「南寧，粵中惡地也，

瘴癘之興處，而猎獠之興徒，至者死不旋踵。而公獨怡神委命，處之泰然，授

徒青山，日與士人談藝文，而亦間與衲子談佛，若不知粵地為苦，而謫居為憂

者。」以及編輯《粵西叢載》、《粵西詩載》、《粵西文載》的汪森所述，「董幼海

尤到處探幽題咏殆遍，且爬梳青山，稱述無窮，篇章之富，莫有過焉。雖於題

之重出者去其一二，然采錄之多，當作首推矣。」足見貶謫粵西十年，對於董

傳策而言，竟是詩性生命的實踐。現今可見董傳策的詩文包括《采薇集》、《幽

貞集》、《邕歈集》以及《奇游漫記》。 

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表述其對於桂林風景之喜愛，言：「余嘗評桂山之

奇，宜爲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范成大

「天下第一」之說，幾乎成為後來者進入桂林的「密碼」。如《奇游漫記》卷三

〈粵徼征次〉〈游桂林諸岩洞記〉所言，范成大的桂林敘述，成為後人前來桂林

賞遊的參照：「余閱宋范穆公成大《桂海虞衡志》見其評桂山之竒，以為千峰崛

然特立，旁無延緣，而玉筍瑤篸，其森列怪且多若此，當為天下第一，私竊意

其為過言。乃今來遊桂林，睹諸峰巒巉岩，從平地削出數百千丈，不假纎培，

而骨相嶄然，玉立劍峙，衆態畢呈。或半空開竅，㝠搜詎測；或挺拔天表，登

頓無階。其奇怪奪目驚心，殆不可具狀。昔人所論列，猶為不及云。余得稍游

覽，其最著者，采合傳志，因為撰次於左，略諸瑣瑣不記。」 

文中記寫前代文人之遺跡，如「獨秀峰，孤標直聳，頂平如蒼玉。正面凝

然秀整，側視果如卓筆，校諸峰獨雄，唐張固詩所稱南州擎天柱者也。其北虞

山，臨江有韶音洞，宋張南軒先生有記刻崖間。」，或訪前人遊跡：「余憶《寰

宇記》，唐李渤出鎮桂管，見石門大開，有水泓澈，乃疏鑿岩穴，石林、磴道，



若天造靈府，不可窮詰，因名隱山，蓋即其地也。山上六洞，為朝陽、夕陽、

南華、北牖、嘉蓮、白雀，洞各一天，朗敞如厦屋。雲門逶迤，亘薄野外，俯

跨田疇，絶幽雅，真寰中勝概也。唐吳武陵、韋宗卿俱有記。」在「憶」與

「記」之間，標識自己在行旅中的位置。 

 

三、文獻探討 

 

本計畫所採用的基本文獻分別說明如下: 

 

(一)魏濬《西事珥》，所採用的版本為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冊。此版本有脫略之現象，根據研究

者楊驥〈《西事珥》稀見版本新考〉指出，日本內閣文庫有另一版本，筆者

遂前往東京國立公文書館查索資料，對於論文之考索甚有助益。《嶠南瑣記》，

則選自《中國西南地理史料叢刊》 此版本為為清乾隆四十三年硯雲書屋刻

本。而此次於東京國立公文書館，亦查到其他版本的《嶠南瑣記》，以及魏

濬關於戰略、兵事之著作，可作為西南戰爭書寫之參照。 

 

(二)《徐霞客遊記》版本多種，根據研究者之彙整及比較，選用褚紹唐、吳應壽

整理之版本，並參照其他版本，進行文本細讀。 

 

(三)董傳策《奇遊漫記》為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雲間董氏刻董幼海先生全集本，

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采薇集》（原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收於《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12冊。《幽貞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12冊。《邕歈稿》，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12冊。 

 

四、研究方法 

本次的研究，除了文本細讀之外，亦借鑑人文地理學及其他文化研究的觀點，

說明如下: 

 

(一) 地誌書寫 

 

人文地理學者指出，空間與地方是相互對照的名詞。地方是具有情感價值的

所在，而當一個人在一地「暫停」，空間也就成為地方。因此，透過人類情感經

驗的定錨，一個陌生之處可以轉型為地方。 而地誌(topography)一詞揉合希臘

文中地方(topo)與書寫(graphein)，因此，就字源上來說，即是有關一個地方的

書寫。 由於《西事珥》及《嶠南瑣記》屬於地方型筆記，涵蓋地理景觀，山川

書寫等面向，尤其具備方志特徵的《西事珥》，自有建構粵西文史的潛在意涵。

在《地誌的倫理》一書所指涉的「地誌」有三個意思，其一「對一個特定地方的

描繪」，其次為「以圖解與紀實方式如地圖、航海圖，鉅細靡遺地描繪任何地方



或區域自然性質的藝術或作法。」與「某一地表的構形，包括其凹凸形狀及河川、

湖泊、道路、城市的位置」 本研究著重其「特定地方」及「地表構形」之紀實

描繪。 

 

(二) 詞與物 

 

Tim Dent 《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 in the Social World)(台北:書林

出版社，2009)一書指出，物(things)包括自然與人造的物，被挪用進入人類文

化中，再現文化的社會關係，代替了其他人類，並帶著價值、概念與情感。物件

是歷史記憶的化身，也是不同文化之間人們交流的「語言」。這些物件以其獨立﹐

清楚的實體，完成獨特的視覺再現。筆者透過「物」的分類，重新審視(看似)散

亂的筆記所呈現的物質經驗。這部分可以與董傳策的詩歌書寫以及徐霞客的西南

經驗再進行對照。例舉而言，《西事珥》一書有極大篇幅呈現粵西風物，以彰顯

其地域特性，列表如下。 

 

分

類 

項目 

植

物 

占城稻、嘉禾、蒟醬、貢鮮荔枝不自天寶始、桂子不為

異、桂薪、末利、伊蘭樹蘭、桄榔樹、娑羅樹、瓊枝、

木蜜、越駱之菌、玉枕藷、石髮、五月菊 、班竹、簟

竹、𥯨簩 

 

動

物 

良馬、茅犀、糖牛、州留、山獺、山羊、鳳凰、烏鳳、

孔雀、鷯鵡能言、鴆、鱷齒、鰅鱅、婢妾魚鬼魚、蚺蛇、

短狐王虺、瓦壠贊、蚳醢、錦襖子 

動

物

奇

說 

象畏犬鼠、虎鱷斷罪、虎不囓人、智不如麝、鳥欲盡

人、白州鳳、鳳即鵬、鳳充饌、蛙臺抱芋羹 

織

物 

鬱林布、吉貝、龍鳳葛、八蠶之繭 

其

他 

石鐘乳、雄黃、青精飯、火耕水耨 

 

(三) 地景 

 

Mike Crang指出：「地景記錄隨時間而來的變遷，紀錄文化的演變與遺留的

獨特軌跡，累積形成有如不斷刮除重寫的羊皮紙（palimpsest）。」筆者透過這

個觀點，重新審視西南地景之存在以及演變，究竟何者為主體？遊人、漢人或土



人？藉以詮釋《徐霞客遊記》中土人對於生態環境的行動與倫理思考。 

 

五、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年度研究成果已發表三篇研討會論文，題目分別為〈徐霞客西南行旅的

異族敘述與地方經驗〉、〈手攀星岳，足躡遐荒：《徐霞客遊記》的西南書寫〉、

〈地誌書寫與異族敘述：以魏濬《西事珥》、《嶠南瑣記》為主的考察〉，其中

〈地誌書寫與異族敘述：以魏濬《西事珥》、《嶠南瑣記》為主的考察〉已發表

於《東亞漢學研究》，另外兩篇研討會論文也將修改投稿。 

透過本次的研究，筆者有幾則發現，也將是未來研究可以著力之處。 

 

(一)粵西經驗中的文化記憶 

 

  筆記中的詩歌創作，是魏濬二書書寫的特色之一；即事詠歌之外，抄錄前輩

文人之詩，更是魏濬寫作之習。詩歌結合夷習與古典，呈現異族文化現象，建

構了邊境的文化景觀。以《嶠南瑣記》為例：「予舟行遇艖舶過，見其憔悴困

苦，因漫占一絶云：官差贏得號長年，十丈遙遙木馬船。不信楊(揚)州風景

好，重樓歌舞百花烟。木馬，粵西艖舶名也。」 突顯了粵西地域的風物。再如

《西事珥》所提墟事，墟為西南各族之市集，柳子厚詩：「青箬裹鹽歸峒客，綠

荷包飯趂墟人。」兩語寫墟事甚工。余初行部，自梧之邕，道橫、永間，墟集

皆無草舍，值雨，就雨中貿易。蓋所創見，因作詩云：「箬籃雙放壟頭安，却坐

林邊解竹簞。棕葉結衣宜避濕，青紗裹額不憂寒。蔞根對語時還嚼，車騎來過

亦聚觀。此去茅村應未遠，滿蹊澀勒翠團團。」……又一首云：「迂回巖逕轉嵯

峨，笑問蠻家第幾窠?入市每衣芒木布，出門時唱浪花歌。峒丁慣筈殲狐矢，種

女能拋織貝梭。墟散盡投歸路去，斷煙半隴罥荒蘿。」(766) 

前後應和詩作是文人的傳統，也是「文化記憶」的儀式，情感的表述。藉由引

詩與創作這種前後續連，疊映複述的呈現，看見粵西的關係世界。筆者反思，

在筆記文與遊記的敘事之外，可以再持續追索詩歌的內涵，與《粵西詩載》連

結，看到粵西在地的民俗歌謠與前代文人詩作之間，詩歌如何創塑文學的地理

學。 

 

(二)異族的聲音與物質文化 

 

所有的書寫可以說都是一種當代史，當我們將目光放到邊境物事，其實也

是在碰觸自我的價值觀與文化記憶。以徐霞客西南行旅的異族敘述為例，有幾

個層次可以探究。其一，他是以個人的行動探索去感知這處陌生之地；其二，

由於無法以語言記錄，書寫者必須更敏銳地觀察，從衣飾、住居、飲食等等面

向，越客觀的筆調越詳實的記錄，更顯示書寫者與異族的差距。其三，由於徐

霞客的西南之行，並非短暫的觀賞旅遊，長時間與異族的接觸，浸染其中，也

會碰撞出文化的省思，有其觀看之道。透過語言(聲音)的敘寫，呈現了文化接



觸的對照與評價。方言書寫則體現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接觸，語音之「譯」

捕捉了西南風土的特質，形成「西南知識庫」。此外，若以物質文化研究角度來

觀察西南書寫，可以看見漢族與異族之關係世界，反映了中國西南地域文學的

多音本質與文化意涵。 

 

綜而言之，西南書寫的研究仍有許多細節及內容需要深入全面地研究，這

也是筆者接下來會繼續努力的方向。 

 

附:發表於《東亞漢學研究》之期刊論文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 108 年 10 月 29 日 

計畫編號 MOST 107 －2410－ H－003－097 

計畫名稱 

 

〈粵西•風土•紀遊（二）：以董傳策、魏濬、徐霞客為考察核心〉 

出國人員 
姓名 

范宜如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出國時間 
108年 7月

 14日至 
108年 7月
 20日 

出國地點 
日本東京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一)行程概述 
本人執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粵西‧風土‧紀遊（二）：以董傳策、魏濬、徐霞客

為考察核心〉(107-2410-H-003-097 -)，發現明‧魏濬仍有其他著作，至今尚未有後人點

斷、校注，遂將參與研討會的經費轉為移地研究之用，赴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查詢資料。

此次考察主要針對《嶠南瑣記》現存之兩版本，進行版本間內容與形式差異的比較研

究，此外，亦檢索《篔亭鈔略》、《震澤文集》等多部古籍。 

 
(二)行前準備 
1.查考，了解借閱書籍規則。 
2.日文譯者代為翻譯請求入館、查閱書籍之文句 

 
(三)交通方式 

地鐵東西線竹橋站下車，1a 出口過一條斑馬線到對面直行，即可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旁

邊是東京近代美術館） 

 
(四)入館說明 



入館填寫資料，二樓即是閱覽室。使用置物櫃必須準備日幣 100 圓，用畢會退費。填寫

後即發給閱覽證(兩年期)。(進門後須出示閱覽證方發給入館證。)注意，週日週一休館。 

 
二、 研究成果—古籍查閱 

 
（一.） 《五嶽遊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402 
          冊數 2 
     函號 集 59  11 

全書七卷，前有陳第自序，後有〈五嶽遊草跋〉（後序）萬曆丙辰，由陳第之子陳祖念書之。

後附《一齋先生考終錄》，有董應舉序以及〈病革遺草跋〉萬曆丁巳所作。 
觀察書版 每半頁 10 行 每行 21 字 

 
說明:此項資料去年已先行翻閱，此次對照前次所拍攝資料(有些許不清晰之影像)，重新進行

檢視、對照。 
（二.） 《西事珥》、《嶠南瑣記》 

在台灣所讀版本為萬曆刻本，撰寫 2018 年科技部計畫時蒐尋資料時發現，研究者指出內閣文

庫版與萬曆刻本有異，因此趁著執行前次科技部計畫之便，閱讀內閣文庫版《西事珥》(附嶠

南瑣記上下) 
本書為函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74 
冊數 4(1)~(4) 
函號 292 69 
觀察書版，每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 
書皮有火焚痕跡 
內頁〈西事珥引〉上有「日本政府圖書」之朱印 右下為「江○○樹」朱印 
〈西事珥引〉書末為 魏濬之印 (上方之印待考) 
＊〈西事珥前目〉印有《淺草文庫》，可見此書非內閣文庫而是淺草文庫 

 
《嶠南瑣記》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43 
冊數 1 
函號 292 76 



  

書皮有火焚痕跡 每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 

 
 

（三.） 《嶠南瑣記》 
收入《硯雲乙編》 
本書為函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 
冊數 13 
函號 371 63 
觀察書版，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字。 

  

 



（四）古籍查閱清單 
此次除了重新檢閱《嶠南瑣記》的二種版本，更進一步閱讀魏濬《篔亭鈔略》及其他資料，

俾便研究之用。 

古籍名稱 作者 備註 

嶠南瑣記 明‧魏濬 收入《硯雲乙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 
冊數 13 
函號 371 63 

槎上老舌 明‧陳衎 收入《硯雲乙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 
冊數 13 
函號 371 63 

汴京勼異記 明‧李濂 收入《硯雲乙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 
冊數 13 
函號 371 63 

冷賞 明‧鄭仲夔 收入《硯雲乙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 
冊數 13 
函號 371 63 

嶠南瑣記 明‧魏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43 
冊數 1 
函號 292 76 

震澤文集 明‧王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914 
冊數 8 
函號 集 19  2 

王文恪公集 明‧王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915 
冊數 10 
函號 集 19  3 

篔亭鈔略 明‧魏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305 



冊數 6 
函號 子 18  2 

 
三、 建議 

 
這是筆者第二次前往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查考資料，相對於首度到訪的生澀、緊張(語言、

空間的陌生)，此次更能享受閱讀的樂趣。由於此次是以經費流用的方式進行移地研究，因此

經費僅有機票以及二天的住宿，但筆者仍是把握此次難得的機會，入寶山不得空手而返。除

了查閱本次計畫案的研究資料之外，亦蒐尋其他的文獻資料，包括筆者的博士論文（《明代中

期吳中文壇研究》）以及曹學佺《石倉文集》等等。然而書籍數量的確龐大，筆者以一人之

力，鎮日翻閱拍照仍無法遍覽，除了等待日後掃描公開閱覽之外，還是需要移地研究的補

助，再次前來古籍資料。也因此，特別感謝科技部的補助，讓筆者得以閱讀古籍原本，感受

文本不因時間消逝的力量。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10 月 28 日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3-097- 

計畫名稱 
粵西‧風土‧紀遊（二）：以董傳策、魏濬、徐霞客為考察核心 

 

出國人員 

姓名 

范宜如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7年 12月8 日 

會議地點 
南韓全州全北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東亞學藝」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  

〈地誌書寫與異族敘述：以魏濬《西事珥》、《嶠南瑣記》為主的考察〉 

 

(英文) 

 

 
一、參加會議經過 

 
「東亞學藝」國際學術研討會由韓國全北大學 BK21PLUS 韓‧中文化「和而

不同」研究創新人才培養事業團、中國陝西師範大學與東亞漢學研究學會共同

主辦，本人於 2018 年 9 月接獲邀請函，於期限內繳交論文〈地誌書寫與異族敘

述：以魏濬《西事珥》、《嶠南瑣記》為主的考察〉，並經過審查後通過刊載於

《東亞漢學研究》特別號(2018 年)。 
本次會議於 2018 年 12 月 8 日於南韓全州全北大學舉行，與會者分別來自

日本長崎大學、韓國全北大學、中國陝西師範大學、陝西理工大學、西北大

學、廣州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等教授及青年

學者參與，總計為八場論壇，內容涵蓋古典文學批評、文獻學、語言學、現代

文學以及漢學研究等各方面，成果豐碩，可謂為東亞漢學研究建構了一個具對

話性與推廣力的平台。 

 
二、與會心得 

 



本次參與「東亞學藝」國際學術研討會，本人除了發表論文之外，亦擔任

第五場會議論文主持人兼講評人。所講評的論文有兩篇以韓國文獻為考察對

象，尤其是秋史金正喜。由於本人於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於大邱啟明大

學擔任客座教授，對於韓國文史研究略有涉獵，因此，講評全北大學學者之論

文時有親切之感，對於朝鮮後期與明清文人之互動也啟發了筆者對於未來學術

研究議題的省思與探索。另二篇則為淡江大學中文系林偉淑教授的《金瓶梅》

敘事研究以及青年學者賴位政的〈翁方綱〈與姬川郎中論何、李書〉話頭〉，雖

然都來自台灣學界，也都屬於明清文學領域，但平日亦少有論學機會。此次透

過講評機會，得以理解其論述思路，並與之對話，亦是收穫良多。 
再者，由於筆者以「地誌書寫」的角度探討魏濬粵西筆記的書寫面向及意

涵，會後引起了同樣關注地理書寫的陝西理工大學教授的提問，討論了有關

「文學地理學」的詮釋方法以及目前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有機會聆聽青年

學者的論文，看到學術新秀敏銳的思路，也讓筆者反思研討會發表論文的價值

與意義——不只是讓自己在書桌前的研究成果成為立體的存在，而是透過多元

交響，在敘述、聆聽、對話之中，打通學術的任督二脈，重新肯認自我作為一

名學者在當代社會的存在意義。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地誌書寫與異族敘述：以魏濬《西事珥》、《嶠南瑣記》為主的考察 

 

一、 前言:「西」事與嶠「南」 

 

近年來，關於「地理中國」的歷史、文化意涵，成為學術界探討的課題。1

而「西南」地域，牽涉到民族、戰爭、地理疆域等面向，這些議題顯然是歷史

學、人類學所關切且可以著力的部分。然而，從文學的角度思索其文類表述、

情感經驗，或可對應到人類經驗的深刻意涵，這部分已有專著，可供參考。2

「中國西南」的範疇包括雲、貴、川西、湘西一帶，範疇甚大，各個區域，有

其不同的歷史文化脈絡。從地理空間來看，「粵西」之地，與雲南、嶺南地區相

連，並連接安南等國，被視為「羈縻之城」3，可稱為「內部的邊疆」4。關於

粵西筆記的書寫，牽涉到敘述者的觀看角度，以魏濬為例，既有治理者的身

分，又自稱非如使者「採異代方言，攬俗採謠」之責任，而是「遣孤鬱」之

                                                      
1參看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2017 年）；《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 
2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 
3 ﹝明﹞田汝成：《行邊紀聞》（臺北：華文書局，1968 年），頁 24。 
4同註 2，頁 26。 



作，隱含著位居邊境者之情緒與感覺，亦可看出筆記書寫隱蔽的文學特質5。 

魏濬（1553~1625），福建松溪縣人。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獲建寧府推官郭子章賞識，把他和晉江縣才子蘇濬合稱

「閩中二濬」。據《松溪縣志》云：「少警敏，隨口屬對皆工妙，太和郭子章

一見以遠大期之。子章分校丙子闈，首得蘇濬，因時時稱閩中二濬不置。」6又

稱其「好讀書，尤喜為文」，所著《易義古象通》八卷被收錄於四庫全書，其

他著作如《武略》十八卷、《東粵事摘‧文摘》十卷、《峽雲閣前後集》四十

卷等等。《西事珥》八卷、《嶠南瑣記》7為其任廣西提學僉事所著之粵西筆

記。 
魏濬在《西事珥》序文有言：「隨事錄記，得二百餘則。篋中總雜無倫次，

因倒篋稍加彙次存之。」8與《嶠南瑣記》序文對應:「彚篋中所錄西事，見大

荒諸所載神人多珥蛇者。珥，耳飾也，一曰瑱。又蠶弄絲於口亦曰珥，因以珥

名錄。竟尚有碎事及續聞者百餘種，因復其理而存之命曰嶠南瑣記。語曰：雖

有棄髮必愛。於此亦云。」9 。由上所述可知《西事珥》為「彙次而成」，而

《嶠南瑣記》則是「碎事」與「續聞」。就篇幅及文脈而言，《西事珥》較《嶠

南瑣記》更為厚實；《西事珥》皆有篇名，而《嶠南瑣記》僅為隨筆附記。據所

述，其作乃《西事珥》完成之後，再「理而存之」，既可說是續作，亦可稱為

主、附之別。1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存目‧西事珥》有云： 

 

是書蓋其官粵西時所作，一卷多言山川地理，二卷多言風土，三卷多言時政，

四卷、五卷多言故事及人物，六卷多言物產，七卷多言仙釋神怪，八卷多言制

馭苗蠻之始末。雖不立地志之名，然核其編次，固地志之類，但不列門目耳。

其考訂頗不苟，敘述亦為雅潔，無說部遝雜之習，然如載舒宏志轉生之類，稍

涉荒唐，明惠帝、程濟諸事，亦相沿訛謬也。 

 

四庫館臣已然指出此書具有方志之特色，只是「不立地志」之名。而其優點在

「考訂不苟」及「敘述雅潔」，至於「荒唐」之評價，或為視為筆記容納多元駁

雜之特質。就其內容而言，卷一、卷二、卷六為粵西地理風土之特徵；卷三則

                                                      
5 筆者曾探討筆記的書寫特質及其文學性，請參照〈被隱蔽的文學想像?——以明代粵西筆記

《赤雅》的知識傳述與書寫型態為討論核心〉，《政大中文學報》第 28 期（2017 年 12 月）（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頁 69~102。 
6 〔清〕潘拱辰等纂修：《松溪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頁 511-514。 

《松溪縣志‧人物志‧名臣》 
7 《松溪縣志》稱《嶠南瑣記》八卷應有誤。就筆者所見共兩卷，上卷 67 則，下卷 64 則，共

131 則。 
8 （明）魏濬：《西事珥八卷（卷六配清鈔本）》，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頁

747。 
9 （明）魏濬：《嶠南瑣記》，(清)乾隆四十三年硯雲書屋刻本，頁 245。 
10 筆者於 2018 年 1 月前往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查詢資料，《嶠南瑣記》書封即有「《西事珥》

附」之文字，參見附圖。 



是筆記中的當代意識，尤其與政治歷史相關，卷八則呼應魏濬治邊者的身分；

卷四則是人物記述，卷七的仙釋神怪也符應邊地的怪奇之說。 

魏濬的兩本粵西筆記，可說是漢族視域下對粵西地理的情感與敘事。尤其

《西事珥》亦是徐霞客行遊西南的知識資源11。本文則從地誌與異族的書寫與

觀看，解讀治邊者的文人情懷與治理心態。 

 

二、 地誌書寫: 空間的定位，地方的描圖 

 

(一)地名的考證與地理位置的突顯 

 

   人文地理學者指出，空間與地方是相互對照的名詞。地方是具有情感價值的

所在，而當一個人在一地「暫停」，空間也就成為地方。因此，透過人類情感經

驗的定錨，一個陌生之處可以轉型為地方。12而地誌(topography)一詞揉合希臘

文中地方(topo)與書寫(graphein)，因此，就字源上來說，即是有關一個地方的

書寫。13由於《西事珥》及《嶠南瑣記》屬於地方型筆記，涵蓋地理景觀，山

川書寫等面向，尤其具備方志特徵的《西事珥》，自有建構粵西文史的潛在意

涵。 

如何確認粵西的位置?首先為地名之考證。如卷一〈交廣建置事略〉，辨析

粵東與粵西之分判，有云：「建元元年，初置桂州，蒼梧屬焉，此粵分為西之始

也……貞觀初置嶺東南道，嶺東西道……又開邕州以西諸蠻峒置羈縻數十，後

遂因之，雖偶值變亂，間有析合，而要東西之分自此定云。」。論者言其具求實

的考據精神14，這種精神即展現於地名的析辨。如〈愚溪鈷鉧潭〉則論及冉溪

的命名，由冉溪—染溪—愚溪的歷程。文稱：「柳序云：「灌水之陽有溪焉，北

入于湘水。或曰冉氏所居，故為冉溪；又或謂其可染，謂之染溪。」」再以〈虞

山堯山〉為例，魏濬以為世傳此山因舜得名，係附會謬訛之說，然又言「三聖

精神如水行地，何所不在?使夷鄉知所欽仰，亦佳事也。」（756）如四庫館臣所

云：「其考訂頗不苟」。這種考證觀點下的地誌書寫，除了親身經歷的證明，尚

有為地景命名的文化意識。 

其次為突顯粵西與域外的連結，如〈鬼門關〉先言「鬼門關在北流西十

里，兩石峰對立如關。」(755)引沈佺期、黃魯直詩後再言「唐宋遷謫海外及

安南者皆由此去。」(755~756)從形象上說明鬼門關得名之由來，續論此地為

遷謫者的重要節點，並點出粵西與海外、安南的連結。《嶠南瑣記》也提到粵

                                                      
11 〔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粵西遊日記一》：「余聞鄭子英言，十字街東口肆中，有《桂

故》、《桂勝》及《西事珥》、《百粵風土記》諸書，強靜聞往市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頁 346。 
12 參見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  
13 米樂(J.Hillis Miller)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臺北：書林，1995)，頁

82。 
14 蕭滿省:〈《易義古象通》研究〉，《周易研究》2017 年第一期(總 141 期) 



西入交阯的三條路線，足見其與域外相連的地理位置，15因而有「諺云：鬼

門關，十人去，九不還」之語。此外則是標識異景，如所見之奇石:「路傍多

奇石，形狀詭異，皆伏於草土之中而露奇脊」（761）與異泉。以地理景觀之

奇，突顯邊地之異。敘述如下: 

 

泉有呼之可出者。富川有犀泉，坎深丈許，長三四丈，橫可七八尺。蘿陰晻

靄，覆蔭坎上，觀者呼之，泉應聲即出，須臾漾溢盈坎。又思恩縣婆娑泉，欲

飲者呼之，飲盡而止。又潯州白石山有漱玉泉，尤異，每鐘鼓動則湧噴而來，

聲息，泉亦隨縮，涸竭如故。(762) 

 

從形狀詭異之奇石，到隨聲而動之泉16，在在顯示所觀之奇以及奇觀的角度。 

 

(二)從異景到文人化的地景 

 

在《地誌的倫理》一書所指涉的「地誌」有三個意思，其一「對一個特定地方

的描繪」，其次為「以圖解與紀實方式如地圖、航海圖，鉅細靡遺地描繪任何地

方或區域自然性質的藝術或作法。」與「某一地表的構形，包括其凹凸形狀及

河川、湖泊、道路、城市的位置」17本文著重其「特定地方」及「地表構形」

之紀實描繪。粵西的巖洞奇景，親臨者莫不驚嘆。魏濬稱桂林之山「玲瓏透

剔」，言其「詭形萬狀，神摹鬼刻，非人間所有。」(813)雖「莫可名狀」，仍極

盡其形容，或如動物之形，如言象山「卓立桂水之南，為諸江砥柱，宛如象俛

首東北，鼻垂下處，陽江出焉，所謂水月洞也。」(756)。立魚巖則是「山小而

勢挺拔，似魚上升之狀」(756)句漏「兩岸石如虎豹猱貜，森然欲搏」(757)或如

常物之狀，如寶圭洞：「如杯如斚，又如楊梅荔枝」(813)又言栖霞洞:「宛轉奧

邃，深可二里許，如隧、如突、如檐、如戶、如室之有窔、閣之有複，分去而

為支洞者甚眾。」(760)透過視覺化的摹寫，以物象為喻，再現粵西地景之奇

美。 

關於山川地理的書寫，筆者考察鄺露《赤雅》，發現其具有文人化的趨向。
18於魏濬的寫作中，亦可見文人情性的表述。以〈松陰月色〉為例，魏濬於雨

中行四十日，所遇情境為：「是日晚煙乍收，夕空漸出，而篝火者羣導於前，車

從喧闐愈甚，意殊不懌。所謂松間喝道，兼之月下點燭矣。」於是魏濬「因令

篝火者遠去，遂下車步行，從騎及輿人俱稍後，止以二三人自隨。時雨初止，

地尚濕，間有積水未落。月從枝梢間透光而下，清陰䁆靄，宛如行翠幄中。而

枝柯盤糾飛舞，若欲下搏人者，影歷落縱橫地上。林外諸峯，微吐尖杪，皆蒼

                                                      
15《嶠南瑣記》，頁 256。 
16徐霞客則依其親身經歷，稱其:「不知何指，而聞鐘泉沸之說，山僧茫然。洵皆好事之言

也。」《徐霞客遊記》，頁 407。 
17 米樂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台北:書林出版，1995) 
18 同註 5，頁 85~91。 



翠欲滴……澗泉漱石，淙淙有聲，從人解予意，舉步甚輕，不語若㘅枚者。」

(759)此篇讀來如一篇清麗小品，甚有韻致。其動人之處在於排除人為的干擾，

融入翠幄與月色，諦聽黑暗中的自然聲響，與環境對話。又如〈陽塘〉之詩意

美感：「夏月藕花盛開，芬郁瀲灩，尤為勝絕……每過，輒憶三吳遊舫中境象。

至於四方森竦巀嶫，如芙蓉萬朵，倒蘸其影於水中，又其所未有也。」(761)在

熟悉(或是使其成為熟悉)的景觀中，異鄉身分得以安全地舒展。雖然，魏濬立

即敏銳地感知此非吳地，點出「其所未有」之異景。 

值得注意的是，魏濬對於粵西地誌書寫，是建構在前人的書寫之上。或以

詩為證，如卷一〈桂州諸山〉引用柳子厚、黃庭堅詩，既而言:「讀此二詩，山

勢宛然如見，予亦效顰一首云：「欲蹋群峰頂上頭，青霜紫電萬枝秋。縱教鸞鶴

難停翼，只學盧敖汗漫遊。」(761)或抄錄前人之作，如〈峯巒洞壑之異〉錄記

吳武陵19〈陽朔廳壁記〉與李渤〈玄巖序〉，並以「兩段形容略盡，因錄置箧

中，異時偶懷想憶，取出一覽誦之，神應飛越，如遊諸峯間也。」(759)或以經

典品評山水，如「評栖霞如讀騷經，轉入轉幽，玄巖蕭散有遠意，似南華秋

水。又栖霞如入竹塢，陰靄有寒氣；玄巖如泝花源，曲曲見奇，愈尋愈有清

適，兼快望眼。(760) 觀栖霞如讀《離騷》，玄巖似《莊子》秋水篇，這樣的詮

釋與想像讓異景有了漢族的文化記憶，這是治邊文人的山水認同與書寫理路。 

魏濬對吳武陵〈陽朔廳壁記〉情有獨鍾，除了抄寫、錄置、誦讀，在〈陽

朔道上諸峰〉有云：「愧予費辭也。」(760)〈隱山六洞〉亦有：「桂之西，則隱

山六洞為最，備載吳武陵記。予嘗從二僚友往，值雨而歸，區中之緣亦自不

偶。因取吳記刪錄存之，儻山靈不妒，猶得一窮歷其勝云。」(812) 

有趣的是，魏濬先為文形容，再對照前人文筆，自嘆不及:「自陽朔至白

竹，路漸坦平，道上諸峯環列，簇擁端立於平地之上，各自為體，都不相連。

山形峭瘦聳特，並相肖似，如市人羣聚觀塲，肩相挨摩，各舉其首；又如千軍

隊立，肅然靜聽號令，無敢譁者。初過陽朔道上，異之，夜抵白竹書此。後見

陽朔廳壁記云：「如陣初合，如戰將潰。」因歎古人語簡絕，愧予費辭也。」

(760)此處可以看見魏濬書寫的情緒流動，既「異」且「嘆」，又「愧」。這是粵

西地景書寫的「今/昔」對照，也承接了自我的親身經歷以及古典的文化記憶。 

從考證的文字到展現文人情性的文筆，其間寓含粵西地景與前代文人的連

結。與其說是粵西地景與漢族文人有了連結；不若說，粵西地景扣響了漢族文

人的心靈，也成為漢族山水遊記史的一部分。 

 

三、異族敘述：邊境的探奇，異己的日常 

 

筆記中治邊者對於異族的敘述，往往概括其性格特質，行為模式。這些敘

寫的角度往往從治理的角度入手，以便掌握「夷人」的心態，進一步納入帝國

                                                      
19 吳武陵( ?__835)，信州人，為柳子厚任柳州刺史之摯友，《新唐書》有傳。 



治理的範疇，譬如「粵人原無積蓄，就役如赴湯鑊。」20之評價。而筆記書寫

的型態，或為經驗傳述，或為事件評述。在魏濬的書寫中，「土人」之「蠢拙」

與夷人之「惰窳」，不必定以今日的角度視為漢人對族群的偏見，何妨循其偏見

的視線，重新審視其觀看之道。對夷人的嘲弄，往往來自於漢夷之間的互動，

或稱夷人「異類」，「其人鷙悍鄙俚」(770)，敍寫獠人鬪殺之現象如：「獠人相

鬭殺，若所殺之人得美鬚，則剜其面籠之，以竹鼓譟而祭之以徼福。」21在

《西事珥‧諸夷慕學》除了對於猺童與狼生的釋讀：「諸夷惟獞最眾，獞生在在

有之。富川、桂平多猺種，來試者謂之猺童。又鬱林有狼生數人。夷兵概曰

「狼兵」，蓋守戍之夷，久而占籍者，謂之「土狼」，非別又有狼之一種也。」

(775)更指出「用夏變夷」的過程所產生的弊端：「但入選既易，巧詐者或攛名

籍中，以希進取，每費檢校。」，「然多流徙之人，納賕土舍，謬為舉任。顧非

久滯之老生，則名都之棄士。觀其文理，居然可辨。……且機巧播弄，雖夷人

亦厭苦之。」(775)這種在地的人文觀察已非異己意識的奇觀描繪，而是觀照夷

漢互動的情境。顯示了治邊者的社會視野，同時也闡述了他對於邊域的文化觀

察。 

 

(一) 有關夷人、夷風的知識記載 

 

《明史》有言：「廣西猺、獞居多，盤萬嶺之中，當三江之險，六十三山倚

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於桂林、柳州、慶遠、平樂諸郡縣者，所

在蔓衍。」22如何理解猺、獞等異族，實為治邊士人之首務。〈夷風紀畧〉一

文，可說是魏濬的夷民論述。先以漢人中心的角度，論蠻夷特性：「蠻夷之人，

不異狐狨麇鹿，竄身榛莽，鳥獸為羣，不敢一瞰都市，何知教化？至於襲漢官

而擁部落，兄弟父子蹀血相尋，雄則虺簭，敗則豨烹，抱頭顱而齒利劍者，跡

相踵也。」(818)再為其分類：「夷凡十數種，雜處諸郡縣山野間，大抵八蠻之

屬。獞最後入粵，而生齒最繁，又最與民近。藤、力、黔、鬱之間，猺人窟

焉。騎田、萌渚以南，亦多猺種。餘俱不及也。今合所見聞者雜志之： 猺：白

猺、黒猺、生猺、熟猺。 狑，狚：俱猺之類。 獞：生獞、熟獞。犵：獞之類。大良：似獞。 

獠、狄、狪，俱獠之類。 斑衣山子。斑衣種女。蜑人。 西原蠻。廣源蠻。」

(818)不啻為人種分列的紙上博物館。續分述其外貌、習性、風俗特徵，飲食習

慣、倫理秩序、居住之地理位置等等，全文甚長，然每段敘述之細節與事例甚

為詳實，幾乎是一部有關夷人的百科全書。 

或就其所居，突顯其物性，狑人「不室而處」，獞人：「居室緝以茅而不塗

墍，衡板為閣，棲止其上，下畜牛、羊、犬、豕，謂之麻欄子。」(819)或言其

飲食：「饑則摶飯掬水而食」(819)，甚至突顯其飲食之特殊樣貌：「取鼠胎未瞬

                                                      
20 《嶠南瑣記》，頁 256 
21 （《嶠南瑣記》，頁 251 
22 《明史》 卷三百十七‧列傳第二百Ｏ五 廣西土司一 



未毳、通身赤蠕者，淹以蜜者…夾取嚙之，唧唧有聲，謂之蜜唧，以為珍

具。」(820)透過異族享受生食的過程，以突顯其野蠻本性。或著重其外形：

「婦人黥面為花草、蜻蛚、蛾蝶之狀。嫁則荷傘懸履，以示行色。」或注意其

性格之「憨悍」：「諸猺性好殺輕生，憨悍難曉，憚見官府。必通向化猺老，結

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而自稱為耕丁。」(819) 或言其歌謠與婚俗，如猺族

「凡祭先，則雜魚肉酒食於木槽，扣槽羣號為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連

袂而舞，謂之蹋猺。相樂則男騰躍跳踴，負其女以去。」(819) 從戀娶婚嫁的

方式，都可以看到其奇觀之眼。如「少婦于春秋時，三五為伴，採芳拾翠於山

椒水湄，歌唱為樂。男亦三五羣歌而赴之。相得則唱和竟日，解衣帶相贈以

去。春歌以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以中秋節，而三月之歌，謂之浪花歌，

尤無禁，自稱極樂云。」(820)、「峒官之家，婚姻以豪汰相勝。壻來就親，女

家於五里外結草為室，與之居，號曰入寮。用皷樂導男女至寮，盛兵為備，小

有言則兵刃相接。成親後，婦之婢媵迕壻意，即手殺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

畏憚；不則以為懦而易之。半年後，始與夫俱歸。」(820)可以看魏濬以客觀紀

實之筆，力圖呈現邊地夷民與漢族之差異。 

就上所述，似乎為史料之敘述，而無文學性之展現。然而，對照《西事

珥》與《嶠南瑣記》，透過異己居處、婚戀、音樂活動之細節敘述，可以看出魏

濬對於異族的心理層次。「自稱」之語，或有高下心態之展示，「以為珍具」又

可看到略為鄙視的心態。論者曾指出:「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那些細小的、

熟悉的和庸常的東西時，我們通常都記不得它們，因為思想沒有被那些新的東

西或神奇的東西所激發。但是如果我們看到一些特別低俗的、可恥的、不尋常

的、偉大的、難以置信的或者可笑的東西時，這些東西就會長時間地印記在我

們的記憶中。」
23
或許對魏濬而言，粵西異族值得記取的正是那些「不尋常、難

以置信」之事物。 

除了漢族既定的偏見之外，「如何治理」更是魏濬身為治邊者的考量。因此

他特別指出「粵右狼兵騺悍」，提示「有司善御之，不則剽掠之性一動，不可復

制矣。」24並指出「岑式家法」25之戰術，並在《西事珥》提出「狼兵不足恃」

(826)，指出「輯約溪峒、團結民丁」(825)之法。邊境探奇之眼與治理之道的並

置，說明了粵西一地的他異性及複雜樣貌。 

 

(二) 地域風物與瘴癘醫療 

 

《西事珥》一書有極大篇幅呈現粵西風物，以彰顯其地域特性，列表如下。 

 

分類 項目 

                                                      
23德•阿萊達•阿斯曼 著、潘璐 譯：《回憶的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16 年），頁 250） 
24 《嶠南瑣記》卷下，頁 255。 
25 《嶠南瑣記》卷下，頁 256。 



植物 占城稻、嘉禾、蒟醬、貢鮮荔枝不自天寶始、桂子不為

異、桂薪、末利、伊蘭樹蘭、桄榔樹、娑羅樹、瓊枝、木

蜜、越駱之菌、玉枕藷、石髮、五月菊 、班竹、簟竹、

𥯨簩 

 

動物 良馬、茅犀、糖牛、州留、山獺、山羊、鳳凰、烏鳳、孔

雀、鷯鵡能言、鴆、鱷齒、鰅鱅、婢妾魚鬼魚、蚺蛇、短

狐王虺、瓦壠贊、蚳醢、錦襖子 

動物奇

說 

象畏犬鼠、虎鱷斷罪、虎不囓人、智不如麝、鳥欲盡人、

白州鳳、鳳即鵬、鳳充饌、蛙臺抱芋羹 

織物 鬱林布、吉貝、龍鳳葛、八蠶之繭 

其他 石鐘乳、雄黃、青精飯、火耕水耨 

 

這些地方風物對於土人而言，皆屬日常，因而多有敘述者向異族(土人)的提

問。如〈斑竹〉：「予問之土人，竹生有綠蘚綠之久而竹漸老。蘚綠處遂成斑

紋，需洗刷去之紋始出。」(797))或言命名之由來：「土人用以編簟，故名簟

竹。簟，粵人謂之笙。以桃竹為之，謂之桃生(按，此卷為手書。生/笙或為手

誤)」(795) 或為觀察：「香菌一曰香蕈，粵中頗多…..近黠者於冬至後前往擊木

之兩端，則臘初早出，盜取以去。今土人亦先期往守之。」(796)可知書中異族

(土人)知識的來源得之於魏濬之親身訪問與實地觀察。其中〈鷯鵡能言〉一則

提及：「聞有畜禽吉了者，鬻之夷人。吉了曰：「我漢禽也，不之夷地。」遂憤

而死。一小鳥，性之慧烈如此。」(801)，透過鳥語，既突顯「漢/夷」之辨，又

有文人的移情想像，足堪玩味。 

此外，《西事珥》多篇談述瘴及其相關知識，這自是南方的特徵。但從魏濬

的講述中，多為征服話語而非畏懼避逃的語彙。當外來者對於陌生事物可以理

性地分類與說明，表示這已是他能掌握的知識內容，而非令人恐懼的異域物

事。 

釋名為知識掌握的開端，文中提及「瘴母」之命名，以及「瘴」之形象：

「《嶺表錄》：或見物自空下，始如彈丸，漸大似車輪，遂飄撒四散。人中之

者，即病。土人謂之瘴母。又聞瘴起時，望之有氣一道，上沖如柱，少頃散漫

下，似黃霧。人皆伏地，俟其過方起。」(764)又有五瘴之說，如「聞之土人：

瘴一歲數發，其名有青草、黃梅、新禾、黃茅之異。蓋概舉四時物候，皆乘草

木蓊勃日氣焮歊所成，而青草、黃茅尤為毒烈。春夏之交，草長而青，謂之青

草；秋冬之交，草衰而黃，謂之黃茅。唐人有云：青草瘴時過夏口，青草言瘴

時則不可指為湖名，正言其候也。」（763~764）更以極大的篇幅書寫〈治瘴

說〉，有云：「宦粵西者，聚間多談食療，此亦一最急務。氣候既與中土有異，

若膠柱平常治法，誤人寔多。……西來者不可不知也。因節畧其義，記此。」

文章一一列舉梅昭州、李待制、王容州討論如何醫治瘴氣，可說是南方醫書，



又可說是醫案示例。文雖長，但據其可見魏濬之文字敘述能力，更為南方知識

之一部分。 

文中指出「土人感瘴者多不起，詢其所服，率麻黃、柴胡、龜甲及白虎湯

諸藥。」而感瘴者的病兆為「胸中痞悶煩燥」，「體常多汗」，「冷瘴」為「寒熱

往來類痎瘧者」，重瘴為「蘊熱沉沉，如臥灰火中」。李待制的解方為「以生

薑、附子作湯，令溫泠服之，即日皆醒。」(765)梅昭州則指出「俗食檳榔，取

其下氣消食去痰。」在這些醫病的敘述中，看見粵西地域獨特的身體經驗，而

無論是病名或醫療，都有土人(異族)的身影在其中。邊界與身體治理，醫療敘

事與文學表述26，均深刻表述了治邊者的地方經驗。 

  

(三) 筆記中的詩歌與民謠 

 

    筆記中的詩歌創作，是魏濬二書書寫的特色之一；即事詠歌之外，抄錄前

輩文人之詩，更是魏濬寫作之習。除了前面所提的夷習與風土之外，詩歌結合

夷習與古典，呈現異族文化現象，建構了邊境的文化景觀。以《嶠南瑣記》為

例：「予舟行遇艖舶過，見其憔悴困苦，因漫占一絶云：官差贏得號長年，十丈

遙遙木馬船。不信楊(揚)州風景好，重樓歌舞百花烟。木馬，粵西艖舶名

也。」27突顯了粵西地域的風物。再如《西事珥》所提墟事，墟為西南各族之

市集，敘述如下：  

 

    柳子厚詩：「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趂墟人。」兩語寫墟事甚工。余初

行部，自梧之邕，道橫、永間，墟集皆無草舍，值雨，就雨中貿易。蓋所創

見，因作詩云：「箬籃雙放壟頭安，却坐林邊解竹簞。棕葉結衣宜避濕，青紗裹

額不憂寒。蔞根對語時還嚼，車騎來過亦聚觀。此去茅村應未遠，滿蹊澀勒翠

團團。」……又一首云：「迂回巖逕轉嵯峨，笑問蠻家第幾窠?入市每衣芒木

布，出門時唱浪花歌。峒丁慣筈殲狐矢，種女能拋織貝梭。墟散盡投歸路去，

斷煙半隴罥荒蘿。」(766) 

 

前後應和詩作是文人的傳統，也是「文化記憶」的儀式，情感的表述。藉由引

詩與創作這種前後續連，疊映複述的呈現，看見粵西的關係世界。文中所言

「浪花歌」為峒女之習俗，前面已然提及。而在鄺露《赤雅》28、屈大均《廣

東新語》29等筆記也有相似的記載，足見此習已廣為漢族所理解。此外，亦有

因植物之名入詩，《嶠南瑣記》云:「野次四五月間，有花絕似桃而開甚盛，詢

之土人云，名「桃共娘」，謂與桃同母也。其名甚新，因戲作二絕云:「名園花

色遜天姿，玉嶺霜林植種奇。艷質從來無野態，莫教錯認是連枝。右桃花問。嬌

                                                      
26 可參考栗山茂久著，陳信宏譯《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台北:究竟，2001) 
27 （《嶠南瑣記》，頁 256。 
28 ﹝明﹞鄺露：《赤雅》（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卷上，頁 7。 
29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臺北：廣文書局，1978 年），頁 491~499。 



姿肯與鬪春光，體質天然信野妝。開落也知人不管，免教輕艷妒昭陽。右共娘

答。」」30或以當地的歌謠文化入詩，或因植物名稱之新穎而創作。以異族相關

之詞語入詩，既是地誌詩，亦為風物詩，這些創作內容構成了西南語境，呈現

了治邊者的審美意識。 

魏濬二書不僅呈現了漢族治理者的官方角度，也透過歌謠的紀錄，呈現粵

西一地戰事與蠻亂的民生現象及民眾心態。譬如〈華林謠〉呈現了岑猛之亂31

的民眾心態「江西華林峒賊反，檄田州土酋岑猛，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

村避之，為之謠云：「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樑白狐立，十

家九家羅柴棘。」(826)〈藤峽謠〉與〈永通峽謠〉對應了斷藤峽之役的戰爭餘

緒，呈現治邊者對於戰亂中異族生活的觀察及人文關懷。 

 

四、結語:治邊文人的雙重世界 

 
人類學者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曾指出，文化有兩種不同的詮釋方式，即

淺層描述(淺描)（thin description）與深厚描述(深描)（thick description）。他以眨眼

為例，有一種是純生理作用的眨眼（blink），另一種專門用來針對特定觀眾示意

（wink），是社會與心理的探討對象。32人類學家有必要深入地探討，從事所謂深

層描述，方能了解事物背後的文化面向，甚至事物底層的心理機制。文學研究者也

應當以「深描」的角度看待筆記的文學表述，不應以作者具備官方的身分，即以為

其較為板滯，不具文學的審美觀照。筆者以為，在明清西南書寫所呈顯的華夷對

舉，邊地特徵之外也當關注書寫者如何在異地的文學表述，其間有個人的情感

發抒及心靈經驗。 

地誌書寫與異族敘述其實對應了人們對於異地的填空、想像的框架。當敘

述者傳鈔轉引前輩文人的書寫，除了再現文人繪形摹寫粵西地景的蹤影，意在

強調此地曾有漢族活動、駐足並書寫的蹤跡；而突顯夷人物性之異族敘述與治

理心態的結合，又呈現家園認同的矛盾與情緒張力。透過筆記，承傳了粵西文

人史，也看到治邊士人的奇觀與偏見，這個雙重的文人世界，正是「西」事與

嶠「南」表露的地方感覺結構。 

                                                      
30 《嶠南瑣記》頁 257。 
31 岑猛之亂為粵西重大戰役，詳見田汝成《炎徼紀聞》卷一〈岑猛〉(北京，中華書局，

1985)，汪森《粵西叢載‧田州土官》：（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7），頁 1159。 
32 Geertz，C.著，納日碧力戈譯：〈深描：邁向文化的闡釋理論〉，收入《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南京：譯林，1999），頁6~8。 



 

 
 
 
 
四、建議 

 
從此次會議發表的內容來看，可以看到台灣學界與日本、南韓學界及中國

學術圈的研究議題大不相同。面對此種差異，除透過講評人的穿針引線，以帶

動討論的氛圍，其實也可以透過茶敘時間，讓眾人有更多的討論機會。再者，

此次發表論文的青年學者具有學術潛質，需要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展露才華。這

是筆者第一次參加東亞漢學研究學會所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看到學會對於

青年學者的提攜，這也是身為中生代學者在研究之外，可以努力的方向。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東亞漢學研究》特別號(2018 年)一冊 (發行單位: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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