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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1980年代以後，韓國被稱為「沒有中華街的國家」，成為擁有眾多
中國移民，但卻無法保有中華街的特殊案例。2000年代初期，韓國
政府為脫離金融風暴，希望引進海外華僑的投資，因此在仁川與釜
山推動中華街重建計畫。然而，新建的中華街，主角已不是華僑
，而是韓國人開設的中國餐廳，並未與過去的中華街具有「連續性
」。在韓國歷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人建立的中華街出現於首爾。
1882年，清廷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首爾首次對
清朝商民開放，在清朝的庇護下，首爾城內逐漸形成了三個「中國
人居留地」。在首爾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日後成為華僑聚集的
中華街。首爾中華街經歷日本殖民時期、美軍政時期、韓國政府時
期，最後卻因1960至1970年代的都市更新，而在1980年代飛煙滅。
華僑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無法保留中華街，主因在於被剝奪土地
所有權。
本研究以首爾為例，討論19世紀末期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如何
發展為中華街，並說明經過日本殖民時期、戰後時期，中華街產生
的變化及中華街在首爾消失的原因。本研究分為三個時期、分三年
進行：第一年為朝鮮末期至日本殖民初期─中國人居留地時期
（19世紀末期至1913年）；第二年為日本殖民時期（1914年至
1945年）；第三年是戰後時期（1945年至1980年代）。

中文關鍵詞： 韓國華僑、中國人、中國城、居留地、都市更新、外國人土地所有
權

英 文 摘 要 ： Since 1980’s, Korea had become “a country without
Chinatown,” a special case in which a country had
enormous Chinese immigrants but could not conserve any
Chinatowns. To overcom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early
2000s, Korea government attracted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s and started the Chinatown reconstruction
project in Busan and Incheon. However, the new Chinatown
primarily consisted of Korean-owned Chinese restaurants
rather than Chinese-owned ones, implying that the new
Chinatown does not connect with the old one. In Korean
history, the first Chinatown established by Chinese emerged
in Seoul. In 1882, Sino-Korean Regulations for Maritime and
Overland Trade was negotiated betwee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Joseon Dynasty.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Seoul opened to Chinese merchant and immigrant.
The regulations contributed to three Chinese settlements,
which eventually became the Chinatown of Seoul. The Seoul
Chinatown experienced the rule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U.S. Army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Korea government, and
eventually disappeared in the 1980s due to urban renewal in
1960-70s. Lacking land ownerships, Chinese could not
conserve Chinatown in the progress of urban renewal.
This is a case study of Seoul to discuss how the nineteen-
century Chinese settlements in Seoul developed into the
Chinatown, and to examine what transformations it had



experienced and why it disappeared. This study comprises
three periods and w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ree years: the
first year will focus on the period of Chinese Settlement,
from late Joseon Dynasty to early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late nineteen century to 1913); the second year o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1914-1945); and the third
year on the post-war period (1945-1980s).

英文關鍵詞：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 Korea, Chinese, Chinatown,
settlements, urban renewal, Foreigners’ Land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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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城市中灰飛煙滅的中華街 

─首爾中華街的形成、變化與消失 

 

 

一、前言 

 

梁必承、李正熙的《沒有中華街的國家：韓國華僑經濟的昨日及今日》1，透過書名特別指

出韓國是「沒有中華街的國家」。正如此書所述，1980 年代以後，韓國被稱為「沒有中華街的

國家」，成為擁有眾多中國移民2，但卻無法保有中華街的特殊案例。中華街是華僑3聚集的空間，

中華街的存在與否對華僑的文化、語言、認同的保存產生重大影響。然而，韓國的中華街並不

是不曾存在，曾經在首爾4、仁川、釜山等地形成中華街，但 1980年代，在韓國城市中灰飛煙滅。

韓國的中華街為何消失不見？ 

在韓國歷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人建立的中華街出現於首爾。1882年清廷與朝鮮簽訂〈中朝

商民水陸貿易章程〉首爾首次對清朝商民開放，清朝獲得一般中國人在首爾居住與開棧的權利，

因此中國商人成為首批居住通商的外國人，並在清朝的庇護下，首爾城內逐漸形成了三個「中

國人居留地」。在首爾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日後成為華僑聚集的中華街。5
 

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人回中國避難，但是戰爭結束後陸續回到朝鮮，回到首爾的中

國人選擇的居住空間仍以中國人居留地為主。1910年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1913年朝鮮總督

府與北洋政府達成協議，廢除了首爾的中國人居留地。 

日本殖民期間，華僑人口增加，在首爾的居住空間出現擴大與分散的現象，但是舊中國人

居留地仍是華僑集中居住的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下簡稱，戰後），舊中國人居留地仍是

華僑集中居住的空間，華僑經營的商店與住家林立，已具有中華街的面貌，然而，因 1960至 1970

年代的都市更新，而在 1980 年代消失不見。華僑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無法保留中華街，主因

在於華僑被剝奪土地所有權。1997 年金融風暴襲擊韓國，韓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韓國

                                                 
1
 양필승、이정희，《차이나타운 없는 나라：한국 화교 경제의 어제와 오늘》，首爾：삼성경제연구소，2004

。(中譯：梁必承、李正熙，《沒有中華街的國家：韓國華僑經濟的昨日及今日》，首爾：三星經濟研究所，200

4)。李正熙增加 1992年韓國華僑社會的變化相關的內容，此書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梁必承、李正熙著、金敏

譯，《韓國，沒有中國城的國家：21 世紀型中國城的出現背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2
 目前大部分的韓國華僑仍持有中華民國的國籍，根據《出入國‧外國人政策統計年報》，2015 年韓國華僑（中華

民國＋老華僑）的人口為 17,825 人。參考：법무부，《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2015》，과천：출입국・

외국인정책본부，2016，頁 379。（中譯：法務部《出入國‧外國人政策統計年報 2015》，果川：出入國‧外國

人政策本部、2016，頁 379)日本殖民時期，朝鮮華僑的人數曾高達 8萬多人。 
3
 本文中使用「中國人」與「華僑」指涉中國移民。筆者認為進入日本殖民時期後，中國移民的流動性減少、轉換

為定居性社會。因此在本文中日本殖民時期前以「中國人」指涉中國移民，日本殖民時期後使用「華僑」。另外，

沒有時代區別的通稱，也使用「華僑」一詞。 
4
 首爾(서울，Seoul)原指「都市」或「京城」之意，首爾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1392年朝鮮王朝成立，1394

年定都於此地前，叫做「漢陽」。1394年定都後首都名稱由「漢陽」修改為「漢城」；1910 年朝鮮變成日本殖民

地，「漢城」亦改名為「京城」。1946年 8月 15日，美軍政發布「首爾憲章」，首都名稱修改為「首爾」。 
5
 仁川與釜山的清朝租界地亦成為中華街的起源，然而清朝獲得仁川租界的時間為 1884年、獲得釜山租界地的時

間為 1887年，皆比首爾居留地的形成時間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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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救國家的經濟，開放外國人對韓國的投資，設法引進外國的資金。韓國政府注意到海外

華人的經濟實力，為了吸引海外華人的投資，開始推動「重建中華街計畫」。2000年代初期，在

仁川與釜山重新出現了「新中華街」。然而，「新中華街」主角已不是華僑，而是韓國人開設的

中國餐廳，並未與過去的中華街具有「連續性」。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為首爾為例，討論 19世紀末期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如何發展為中華街，

並說明中華街經歷日本殖民時期、戰後時期產生的變化過程及中華街在首爾消失的原因。本研

究分為三個時期、分三年進行：第一年為朝鮮末期至日本殖民初期─中國人居留地時期（19世

紀末期至 1913年）；第二年為日本殖民時期（1914年至 1945年）；第三年是戰後時期（1945年

至 1980年代）。 

本報告是屬於第一時期：朝鮮末期至日本殖民初期─中國人居留地時期（19世紀末期至 1913

年）的成果。 

 

二、文獻探討 

 

(一) 韓國都市研究的代表性文獻 

 

在韓國都市發展的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孫禎睦的研究，尤其是 19世紀末近代化時

期的朝鮮都市研究，不僅具有先驅性，甚至尚未出現超越孫禎睦的研究。1976 年，孫禎睦以〈有

關朝鮮時期都市研究：制度及機能層面為中心〉6在檀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82年孫禎睦發表

《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7。此書的研究時期為，1876

年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約〉首次開放門戶，形成「釜山日本人專管居留地」以來，至

居留地被廢除的 1913年為止。此書是目前為止，最完整討論在朝鮮各地的租界地、居留地之研

究。孫禎睦將此時期的朝鮮各地的租界、居留地的形成背景與變化過程敘述的非常詳細，所提

及的城市包括仁川、首爾、龍山、木浦、鎮南浦、群山、城津、平壤、馬山、義州、新義州、

清津等地。對釐清當時首爾中國人居留地的狀況有非常大的幫助。 

1988年，孫禎睦發表《韓國現在都市的腳步》8。此書主要討論 1960年代開始的韓國經濟

成長對都市的影響。由於經濟成長，1960 年代起韓國的都市化速度非常迅速，孫禎睦在此書中

提及隨著都市化而出現的韓國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的問題。因此，此書對本研究瞭解 1960年代

以後首爾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財閥參與都市開發過程、都市機能的變化有極大的幫助。 

1996年，孫禎睦發表《日帝強占期都市社會相研究》9。此書的焦點是討論 1910年至 1945

年日本殖民時期在朝鮮都市人民的生活型態。討論的內容包括，朝鮮人及日本人在都市中的人
                                                 
6
 孫禎睦，〈朝鮮時代 都市에 관한 硏究 : 制度的 機能的側面을 중심으로〉（首爾：檀國大學行政學科碩士論文，1976）。

（中譯：孫禎睦，〈有關朝鮮時期都市研究：制度及機能層面為中心〉（首爾：檀國大學行政學科碩士論文，1976）。）

其博士論文主要討論朝鮮王朝時期構成都市的制度、構成都市的成員、都市近代化的過程、都市的近代化機能等

議題。 
7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首爾：一志社，1982。 

8
 孫禎睦，《韓國 現在 都市의 발자취》，首爾：一志社，1988，頁 364-365。(中譯：孫禎睦，《韓國現在都市

的腳步》首爾：一志社，1988。) 
9
 孫禎睦，《日帝強占期 都市社會相研究》，首爾：一志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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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職業、活動空間，以及 1936年中日戰爭的爆發進入戰時體制對都市機能及人民的生活帶來

的影響。另外，在此書中主要以首爾為例，提到殖民時期朝鮮各都市的道路、交通、電車等都

市機能問題。因此，此書對本計畫了解殖民時期首爾的都市機能及人民的生活型態，有很大的

幫助。 

孫禎睦的上述三本書涉及近代、殖民時期及戰後 1960年代至 1980年代韓國的都市變化，

並且此三本書為研究此三個時期的都市研究時，必須參考的重要著作。孫禎睦奠定韓國都市研

究的基礎，其後韓國的都市研究基本上是在孫禎睦的研究基礎上發展下去，在本計畫中孫禎睦

的研究也是必須參考的重要先行研究。 

 

（二）韓國中華街相關研究 

 

觀察最近一期的研究成果報告中敘述的臺灣、韓國、中國、日本的韓國華僑研究概況，即

可了解，2000年以後，韓國華僑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加，討論議題也逐漸多元化，尤其，2008 年

後，韓國學界對韓國華僑研究質量提升許多。然而，臺灣、韓國、中國、日本的韓國中華街相

關研究並不多，絕大多數的韓國中華街研究的生產地區集中於韓國。在「附錄二」的中華街研

究目錄中可以看出，韓國中華街研究最多集中於仁川中華街，再者是釜山中華街，首爾中華街

的研究並不多。最主要原因為韓國雖然因 1970年代的都市更新，中華街消失了，但 1997年金

融風暴爆發後，韓國政府為了引進海外華人的投資及觀光客，2000年代起強力推動「中華街重

建計畫」。韓國政府重建「新中華街」時，主要以仁川與釜山為中心，韓國政府將仁川與釜山的

「新中華街」命名為「華僑村」與「上海街」。雖然「新中華街」的主要成員已不是華僑而是韓

國人，「新中華街」也無法扮演既往的凝聚華僑社會的功能，但是還是保留了華僑的商店、華僑

學校、華僑協會等華僑活動的空間與設施。因此，韓國的中華街的研究多集中於仁川與釜山，

而本計畫要研究的首爾中華街反而是較少研究者注意到的地區。 

 

(1) 韓國中華街研究類型 

 

仁川與釜山的「新中華街」地區的研究類型可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2000 年以後形成的「新中華街」為中心，討論觀光價值與效益的研究，目前中華街

相關研究中，最多數的則是此類研究。例如：Oh, Min-jae、Ryu, Jae-sook，〈傳統 IPA與修訂 IPA

的比較：仁川中華街的觀光魅力評價〉10、Liu, Ru-han、Lee, Ki-dong，〈對於韓中訪客的滿意度

之影響因素比較分析—以仁川中華街為對象〉11、Jeong, Ho-kyun、Cho, Myung-hwan，〈2014-2015

釜山中華街特區文化慶典訪客的情報原泉分析〉12、Piao, Xiang-hua、Kang, Young-jo，〈釜山上

                                                 
10

 오민재、류재숙，〈전통적 IPA와 수정 IPA의 비교: 인천차이나타운의 관광매력성 평가〉，《관광연구저

널》，30：7，(2016)，頁 129-142。（中譯：Oh, Min-jae、Ryu, Jae-sook，〈傳統 IPA與修訂 IPA的比較：仁川

中華街的觀光魅力評價〉，《觀光研究軸頸》，30：7，(2016)，頁 129-142） 
11

 유입함、이기동，〈한ㆍ중 관광객의 만족도에 미치는 영향요인 비교분석 - 인천 차이나타운을 대상으로〉，

《디지털융복합연구》，12：1，(2014.1)，頁 221-227。(中譯：Liu, Ru-han、Lee, Ki-dong，〈對於韓中訪客的

滿意度之影響因素比較分析—以仁川中華街為對象〉，《數位融復合研究》，12：1，(2014.1)，頁 221-227) 
12

 정호균、조명환，〈2014-2015 부산차이나타운특구 문화축제 방문객의 정보원천 분석〉，《컨벤션연구》，

44，(2016.6)，頁 77-89。(中譯：Jeong, Ho-kyun、Cho, Myung-hwan，〈2014-2015 釜山中華街特區文化慶典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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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街商店前面景觀因素之類型分析與關於中國傳統景觀形象再現方法的研究〉。13
 

第二，透過實地考察與訪談，討論目前「新中華街」居民的居住型態、文化形態與認同相

關研究。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為李昶昊。李昶昊在 2007年發表博士論文〈韓國華僑

社會的空間與地域：以仁川中華街為中心〉14後，陸續發表〈韓國華僑的政治組織與活躍性：以

仁川中華街為中心〉15、〈有關移住民溝通方式的一考察：以仁川中華街居住華僑為中心〉16，

以仁川地區的華僑為主，討論華僑的居住空間、政治組織與溝通方式。另外，宋承錫的〈仁川

中華街的中華料理店和華僑慣例：仁川華僑孫德俊的口述為例〉17，則是透過訪談方式，說明華

僑在仁川經營中華料理的苦難與華僑的文化習慣。 

第三，近代至殖民時期的清租界及在租界的華商、中國人研究。19世紀末期，仁川與釜山

形成了清租界，此兩地的中華街亦以此租界地為中心而形成，因此租界研究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仁川租界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是，Min, Yun 的〈開港期仁川租界的社會研究：租界的內糾紛

與犯罪型態為中心〉。18由於 1883年以日本為首形成租界後，1884年亦形成清租界，接著形成

英、美、德等國中心形成「各國租界」。Min, Yun 的研究主要以 1883年至 1914 年為止，討論在

仁川形成的租界地內居留民之間發生的糾紛、衝突類型及其特色。Min, Yun 將仁川租界的形成

至廢除過程說明的很詳細外，亦說明租界內發生的清國、日本及西方國家之間發生的衝突，以

及在租界內的各國人民之間發生的殺人、毆打、詐欺等犯罪事件及毒品、賣淫等社會問題。其

中，Min, Yun 說明清國與日本之間的國家衝突最頻繁，日本人與中國人引發犯罪案也最多。Min, 

Yun 的研究不僅對本計畫理解整體的租界、居留地形成與廢除政策有很大的幫助，也可以理解

當時中國人的活動型態。 

釜山租界地研究方面，較中要的是 Cho, Se-hyun 的研究。Cho, Se-hyun 撰述〈開港期釜山的

清國租界地與清商〉19、〈殖民都市釜山的「支那町」與華僑〉20、〈戰後釜山的清館街與華僑〉21

                                                                                                                                                                       
的情報原泉分析〉，《convention 研究》，44，(2016.6)，頁 77-89) 

13
 박향호、강영조，〈부산 상해거리 상점 전면부 경관요소의 유형적 분석과 중국 전통 경관이미지의 재현 

수법에 관한 연구〉，《한국전통조경학회지》，30：2，(2012.2)，頁 130-141。(中譯：Piao, Xiang-hua、Kang,

 Young-jo，〈釜山上海街商店前面景觀因素之類型分析與關於中國傳統景觀形象再現方法的研究〉，《韓國傳統

造景學會誌》，30：2，(2012.2)，頁 130-141) 
14

 이창호，〈한국 화교의 사회적 공간과 장소：仁川 차이나타운을 중심으로〉，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

國學大學院(人類學)博士論文，2007.8。(中譯：李昶昊，〈韓國華僑社會的空間與地域 : 以仁川中華街為中心〉，

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學大學院(人類學)博士論文，2007.8) 
15

 이창호，〈한국 화교사회의 정치적 조직과 역동성 : 인천 차이나타운을 중심으로〉，《中央史論》，33，(2011.6)，

頁 41-85。(中譯：李昶昊，〈韓國華僑的政治組織與活躍性：以仁川中華街為中心〉，《中央史論》，33，(201

1.6)，頁 41-85) 
16

 이창호，〈이주민들의 의사소통 방식에 대한 일고찰 : 인천 차이나타운 거주 화교(華僑)를 중심으로〉，《多

文化社會研究》，5：1，(首爾： 2012.2)，頁 5-32。(中譯：李昶昊，〈有關移住民溝通方式的一考察：以仁川中

華街居住華僑為中心〉，《多文化社會研究》，5：1，(首爾： 2012.2)，頁 5-32) 
17

 宋承錫，〈仁川차이나타운의 중화 요릿집과 화교관행 : 인천화교 손덕준(孫德俊)의 구술(口述)을 사례로〉，

《中國語文學論集》，71，(2011.12)，頁 301-320。(中譯：宋承錫，〈仁川中華街的中華料理店和華僑慣例 : 仁

川華僑孫德俊的口述為例〉，《中國語文學論集》，71，(2011.12)，頁 301-320) 
18

 민윤，〈開港期 仁川 租界地 社會의 硏究：조계지 내 갈등과 범죄의 양상을 중심으로〉，《仁川學研究》，

7，(仁川：2007.8)，頁 169-210。(中譯：Min, Yun，〈開港期仁川租界的社會研究：租界的內糾紛與犯罪型態為

中心〉，《仁川學研究》，7，(仁川：2007.8)，頁 169-210) 
19

 조세현，〈개항기 부산의 청국조계지와 청상(淸商)들〉，《東北亞文化研究》，25，(釜山：2010.12)，頁 505-530

。(中譯：Cho, Se-hyeon，〈開港期釜山的清國租界地與清商〉，《東北亞文化研究》，25，(釜山：2010.12)，

頁 505-530) 
20

 조세현，〈식민지도시 부산의 ‘시나마찌(支那町)’와 화교들〉，《歷史與境界》，87，(釜山：2013.6)，頁 15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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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篇論文，系統性討論釜山租界的形成過程、在殖民時期及戰後的變化，並說明在租界內活

動的中國人（華僑）的活動型態。Cho, Se-hyun 在〈開港期釜山的清國租界地與清商〉中詳細說

明釜山清國租界的形成過程，並說明甲午戰爭前華商在租界內的活動。日本殖民時期租界地為

主形成的華僑集中居住地被稱之為「支那町」，Cho, Se-hyun 在〈殖民都市釜山的「支那町」與

華僑〉中以「支那町」為中心說明在釜山居住的華僑之人口、職業、商業型態、農業型態，並

說明萬寶山事件與中日戰爭對釜山華僑帶來的影響。Cho, Se-hyun 的〈戰後釜山的清館街與華僑〉，

以 1945年戰後至 1970年代為研究時期，說明在「清館街」華僑的歷史。Cho, Se-hyun 在此論文

說明，戰後由於華僑經濟的興起，釜山中華街（清館街）亦隨之興盛，韓戰時釜山成為全華僑

的避難地；在韓戰結束後中華街旁邊形成以美軍為主要消費對象的「紅燈街」，其後中華街主要

以此「紅燈街」一同成長。 

第四，討論「新中華街」的演變過程之研究，然而此類研究並不多。仁川與釜山的中華街

如同首爾，因都市更新的推動，1970至 1980年代逐漸消失，2000年後形成了「新中華街」。Park, 

Kyu-Taeg的〈轉移空間的中華街：釜山廣域市上海街的事例〉22與 Koo, Ji-Young的〈東亞海港

都市的異文化空間形成與變容：以釜山草梁洞「中華街」為事例〉23，皆是討論釜山的「清館租

界地」如何演變為現在的「上海街」，並說明「上海街」的現況。Park, Kyu-Taeg在現況的說明

方面，重視「上海街」是不屬於韓國、也不屬於中國的「轉移空間」，在「轉移空間」生活的

華僑也顯現出不屬於韓國或中國的認同。Koo, Ji-Young則強調，主導「上海街」開發的釜山市

政府人員與華僑之間對「上海街」的未來具有不同的意見，市政府人員重視的是觀光效果，而

華僑重視的是引進更多華僑住進「上海街」，提高華僑的權益與福利。 

 

(2) 首爾地區中華街研究 

 

首爾並未像仁川與釜山重新建設的「新中華街」，但 1970 年代為止，首爾亦有可稱之為中

華街的地區。具孝慶、金信子的〈在韓華僑的實態〉24是戰後第一個對首爾中華街實際調查的研

究，也是目前能夠掌握，第二次大戰後中華街動態的唯一資料，紀載著 1960 年代首爾中華街的

概況，是非常重要的先行研究。具孝慶、金信子指出，1960 年代以首爾明洞、北倉洞、觀水洞

為中心華僑商店林立，形成具有商業功能的中華街。朴恩瓊在《韓國華僑的種族性》中，以具

孝慶、金信子為基礎，1984 年進行首爾中華街的調查，比較出 1963 年與 1984 年的差異。25根

據朴恩瓊的研究，1978年「觀水洞中華街」因擴張道路而消失不見。1984年「明洞中華街」是

                                                                                                                                                                       
。(中譯：Cho, Se-Hyun，〈殖民都市釜山的「支那町」與華僑〉，《歷史與境界》，87，(釜山：2013.6)，頁 15

3-185) 
21

 조세현，〈해방 후 부산의 청관(淸館)거리와 화교들〉，《東北亞文化研究》，34，(釜山：2013.3)，頁 489-506

。(中譯：Cho, Se-hyeon，〈戰後釜山的清館街與華僑〉，《東北亞文化研究》，34，(釜山：2013.3)，頁 489-50

6) 
22

 박규택，〈전이공간으로서 차이나타운 : 부산광역시 상해거리의 사례〉，《韓國都市地理學會誌》，16：1，

(首爾：2013.4)，頁 181-193。(中譯：Park, Kyu-Taeg，〈轉移空間的中華街：釜山廣域市上海街的事例〉，《韓

國都市地理學會誌》，16：1，(2013.4)，頁 181-193) 
23

 구지영，〈동아시아 해항도시의 이문화 공간 형성과 변용 : 부산 초량동 '차이나타운'을 사례로〉，《石堂

論叢》，50，(2011.7)，頁 613-653。(中譯：Koo, Ji-Young，〈東亞海港都市的異文化空間形成與變容：以釜山

草梁洞「中華街」為事例〉，《石堂論叢》，50，(2011.7)，頁 613-653) 
24

 具孝慶、金信子，〈在韓華僑의 實態〉，《綠友會報》，5，(1963)。(中譯：具孝慶、金信子，〈在韓華僑的

實態〉，《綠友會報》，5，(1963)) 
25

 박은경，《한국화교의 種族性》，頁 246-255。(中譯：朴銀瓊，《韓國華僑的種族性》，頁 24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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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經營的商店減少，韓國人經營的商店增加；「北倉洞中華街」也是韓國人的商店多於華僑商

店，剩下幾家華僑經營的中國餐廳、雜貨店與中醫珍所。朴恩瓊的研究也是提供 1980年代首爾

中華街變化與情況的貴重資料。 

此外，南知叔的碩士論文採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以 1882 年至 1987 年首爾為中心，將華

僑居住過程分為形成期、擴張期、安定期、移居期等時期，透過問卷調查分析影響居住分布的

原因與背景。26
Gil, Sang-hee的碩士論文也是採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分析朝鮮末期、日本殖民

時期至戰後時期，在首爾的華僑居住空間的變化。27
 Gil, Sang-hee 比起南知叔更詳細介紹日本

殖民時期的華僑所有的土地狀況，對本計畫了解殖民時期華僑的土地所有權及情況有很大的幫

助。然而，此兩篇碩士論文對 1970年代華僑退出明洞、北倉洞、觀水洞等中華街，居住空間產

生變化的部分，只是簡單帶過去並未深入探討。 

近年來出刊兩篇殖民時期中華街的研究論文，首先是 Oh, Mi-il 的〈日帝强占期京城的中華

街與「魔窟」表象的政治性〉28，主要透過報紙、雜誌等新聞為中心，說明殖民時期京城「支那

街」如何被「魔窟化」，甚至華僑被塑造為排除的「他者」。Oh, Mi-il 利用朝鮮總督府編的《朝

鮮的支那人》29等官方資料為中心，整理出京城華僑的人口、職業，亦指出當時華僑集中居住而

被稱為的「支那街」的區域。透過 Oh, Mi-il 研究，不但可以理解殖民時期首爾中華街的變化，

更可以了解朝鮮人眼中的中華街與華僑形象是何等的負面，朝鮮人如何將華僑塑造為「他者」。

此外，Kim, Jong-geun 的〈想像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觀點看的日本強占期韓國人對中國

人居住地域的論述：以京城為例〉30，主要以《東亞日報》與《朝鮮日報》為中心說明京城中國

人居住地的「他者論述」，並以想像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的觀點解釋此種「他者論述」

形成的主要背景為近代國家形成「他者空間」，以此建構朝鮮民族的認同。Kim, Jong-geun 在此

論文中使用的想像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理論與研究方法可做為本計畫的參考。 

另外，戰後時期為背景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 2013年鄭恩妵發表的〈不是中華街而是中

國人集居地：在近現代東亞力學中造成的首爾華僑集團居住地型態〉。31鄭恩妵主要以小公洞、

北倉洞地區為主，探討 1970 年代因為都市更新而華僑小公洞、北倉洞的「華僑村」解體之過程。

鄭恩妵採取實地調查與訪談的方式，將呈現 1970 年代前小公洞、北倉洞華僑居住的型態，以及

延南洞、延喜洞中華街計畫出現時期的華僑與韓國居民之間的衝突。另外，由於受到仁川與釜

山中華街重建影響，2000 年代，首爾以延喜洞與延南洞為中心，曾經出現設立中華街計畫，然

而遭到當地韓國居民的反對而告失敗。首爾的華僑中、高中學位於延喜洞，因此延喜洞與其附

                                                 
26

 南知叔，〈서울市 華僑의 地理學的 考察：1882 年-1987 年〉，首爾：梨花女子大學大學院社會生活學碩士論

文，1988。(中譯：南知叔，〈首爾市華僑的地理學考察：1882 年-1987年〉，首爾：梨花女子大學大學院社會生

活學碩士論文，1988) 
27

 길상희，〈서울시 화교거주지의 형성과 변화〉，首爾：高麗大學大學院地理學碩士論文，2003。(中譯：Gil, 

Sang-hee，〈首爾市華僑居住地形成及變化〉，首爾：高麗大學大學院地理學碩士論文，2003) 
28

 오미일，〈일제강점기 경성의 중국인 거리와 ‘魔窟’ 이미지의 정치성〉，《東方學志》，163，(首爾：2013.9)，

頁 3~33。(中譯：Oh, Mi-il，〈日帝强占期京城的中華街與‘魔窟’表象的政治性〉，《東方學志》，163，(首爾：

2013.9)，頁 3~33) 
29

 朝鮮総督府編，《朝鮮における支那人》，京城：朝鮮総督府，1924。 
30

 김종근，〈심상지리의 관점으로 본 일제강점기 한국인의 중국인 거주지역 담론 : 경성을 사례로〉，《한

국도시지리학회지》，19：2，(首爾：2016.8)，頁123-135。(中譯：Kim, Jong-geun ，〈想像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

觀點看的日本強占期韓國人對中國人居住地域的論述：以京城為例〉，《首爾學研究》，53，(首爾：2016.8)，

頁 123-135) 
31

 정은주，〈차이나타운 아닌 중국인 집거지 : 근현대 동아시아 역학 속에 주조된 서울 화교 집단거주지의 

지형〉，《首爾學研究》，53，(2013.11)，頁 129-175。(中譯：鄭恩妵，〈不是中華街而是中國人集居地：在近

現代東亞力學中造成的首爾華僑集團居住地型態〉，《首爾學研究》，53，(2013.11)，頁 12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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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延南洞逐漸成為華僑集中居住地區。鄭恩妵又以延南洞、延喜洞為中心，討論在此地區設

立中華街失敗的過程。透過鄭恩妵的研究，筆者更能掌握戰後居住在小公洞、北倉洞中華街內

的華僑狀況，對本計畫亦有相當大的幫助。然而，時代的轉變必帶動華僑政策的變化，鄭恩妵

的研究並沒有詳細說明朝鮮末期、日本殖民時期、戰後美軍政時期、韓國政府時期等，每個歷

史轉變期中華街所經歷的轉折與變化。此外，鄭恩妵說明 1970年代小公洞、北倉洞中華街解體

時，僅關注都市更新的問題，並未注意到華僑的「土地所有權被剝奪」問題。 

筆者在《東亞現代史中的韓國華僑--冷戰體制與「祖國」意識》(2008)
32中，簡單討論過 1960

至 1970年代，因都市更新與華僑的「土地所有權被剝奪」而首爾的中華街被消失的過程。再者，

筆者進一步在〈首爾城中的「法外之地」—中國人居留地的形成與中國人的活動(1882-1894)〉

(2010)
33中，主要以首爾開市的 1882年至甲午戰爭爆發的 1894年為止，以首爾為中心討論中國

人居留地的形成過程，並說明居留地內中國人的活動方式。筆者在此論文中指出，19世紀末期，

在朝鮮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共有 3 個區域，並按照時間順序而形成。筆者亦說明，1882 年首爾

開市至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的十多年間，清朝對朝鮮政府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清朝在首爾具有

以「領事裁判權」為基礎的「治外法權」，因此享有「治外法權」中國人居住的居留地成為「法

外之地」。清朝的「領事裁判權」與其他國家相比，可更高度保護居留地內的中國商人，因為清

朝的「領事裁判權」範圍不僅包括被告，並擴大至原告。 

近年來，中國朝鮮族集中居住在首爾大林洞附近，因此有些研究者將該地區稱之為「中華

街」，34然而，此「中華街」與韓國華僑沒有任何「連接性」，因此，本計畫並未包括在討論範

圍內。 

 

三、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本計畫將處理以下幾個課題： 

第一，按照各時期變化，畫出首爾中華街的地圖。首爾中華街經歷了朝鮮末期、日本殖民

時期、戰後美軍政時期、韓國政府時期，本計畫將三個首爾中華街的各時期變化呈現在地圖上，

尋找每個時期產生變化的原因與背景。 

第二，首爾中華街的變化與首爾都市計畫具有密切的相關性，因此，本計畫將會探討首爾

都市計畫對中華街帶來的變化。 

第三，中華街是華僑聚集的地方，為理解中華街內的狀況，本計畫亦關注在首爾華僑的人

口、職業、語言環境等層面。 

第四，19世紀末期至 1980 年代，朝鮮半島的統治族群變化四次：朝鮮人、日本人、美國人

與韓國人。在朝鮮半島華僑屬於外國人，統治者的變化將會帶動對中國人政策的變化，因此，

                                                 
32

 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 ： 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東京：三元社，2008，頁 220-2

24。 
33

 王恩美，〈首爾城中的「法外之地」—中國人居留地的形成與中國人的活動(1882-1894)〉，《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44，(2010.12)，頁 133-178。 
34

 이승현，〈서울시 대림동 차이나타운 커뮤니티시설 계획안〉，首爾：建國大學校建築專門大學院建築設計

碩士論文，2016.2。(中譯：Lee, Seung-hyeon，〈首爾大林洞中華街社區設施計畫案〉，首爾：建國大學校建築專

門大學院建築設計碩士論文，2016.2)；천현진，〈서울속의 소연변(小延邊) : 대림동 중국인 거주지 문화경관 

해석〉，首爾：首爾大學校環境大學院 協同過程造景學博士論文，2015。(中譯：Chun, Hyun-jin，〈首爾裡的小

延邊：大林洞中國人居住文化景觀解釋〉，首爾：首爾大學校環境大學院 協同過程造景學博士論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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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必須釐清 19世紀末期的朝鮮政府、日本殖民時期朝鮮總督府、戰後美軍政廳、韓國政

府等，各時期的統治者對中國人政策的「繼承」與「變化」，並說明這些「繼承」與「變化」

對首爾中華街帶來的影響。 

第五，19世紀末期至 1980 年代，華僑與朝鮮人、日本人、韓國人之間的關係，將會對華僑

的移動、聚集與分散帶來影響，同時也會對統治者的中國人政策產生影響。因此，本計畫也希

望說明華僑與朝鮮人、日本人、韓國人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因此，本計畫需要以地理學、歷史學與實地考察的方式同時進行研究，筆者也會採取對中

華街居住過的韓國華僑進行訪談，補充資料的不足，並更深入了解戰後首爾中華街內華僑的活

動型態，包括商業活動、人際關係、語言環境等。 

由於本計畫是已消失的中華街的再現研究，因此必須大量參考當時留下來的官方統計、新

聞、都市計畫、地圖與文件。因此，文獻分析為本計畫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同時，本計畫田

野調查與口述歷史、深度訪談、敘說分析方法進行研究。 

如前所述，本計畫將會分三個時期進行：朝鮮末期、日本殖民時期、戰後時期。筆者將分

三年執行各時期的研究，本報告是屬於第一時期：朝鮮末期的研究成果。這一時期的研究方法

主要以文獻分析為主。 

 

四、中國人居留地時期的中華街（19世紀末期至 1913年） 

 

本年度主要說明，19世紀末期，首爾中國人居留地的如何形成；經歷 1894 年甲午戰爭、1905

年進入日本統監府時期產生何種變化；另外，1910年朝鮮正式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日本如何廢

除租界及居留地制度。另外，在此亦討論，19世紀末期至 1913年的中國人在首爾的狀況及活動。 

 

（一）中國人居留地的形成至結束 

 

1. 朝鮮末期中國人居留地的形成 

 

(1). 朝鮮開放門戶 

 

19世紀後半期，西方文明來到朝鮮時，朝鮮仍處於以清朝為中心的傳統東亞國際秩序。35朝

鮮對外關係的模式分為兩種類型：對中國的「宗屬關係」與對日本的「交鄰關係」36，朝鮮透過

這兩種對外模式維持三者關係的穩定。37但隨著日本的崛起與清朝的危機，朝鮮原依賴的對外關

係模式被迫出現變化。 

                                                 
35

 原田環，《朝鮮の韓国と近代化》（東京：溪水社，1997），頁 28。 
36

 朝鮮與日本間存有對等的交鄰關係。雙邊貿易與一般交通，僅由日本對馬藩與朝鮮東萊府（釜山）擔任，而朝

鮮通信使不定期訪問日本幕府，則是交鄰關係的內涵。雖是對等關係，但並不意味著互惠，來到朝鮮的對馬藩人

民只能滯留於釜山的倭館，不允許進入朝鮮內地，日本使節團亦從未訪問朝鮮。這是基於豐田秀吉出兵所引起的

朝鮮對日本的警覺意識，朝鮮與日本的交通是屬於單方面來往。參考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

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東京：講談社，2008），頁 50。 
37

 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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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向朝鮮通知王政復古。日本在此外交文書中，以「皇」、「勅」等

文字表述天皇地位。然而，對朝鮮而言，天子即清朝的皇帝才能使用「皇」、「勅」字。朝鮮認

為日本的這種行為，暗示日本地位高於朝鮮，否定以往的「交鄰關係」，因此拒絕與日本往來。

由於日本送達朝鮮的通知書叫做「書契」，因此這事件被稱為「書契」問題。38日本與朝鮮的僵

局，在 1873年大院君隱退，高宗親政後才開始出現變化。由於高宗親政而掌握政權的王妃閔氏

一族開始對日本積極交涉，1875年再開始對日交涉。但是這並不代表朝鮮放棄以往以「交鄰關

係」為基礎的朝、日關係。雙方又因「書契」問題而發生衝突。日本為打破這種僵局，同年以

測量為藉口，派軍艦「雲揚號」，在江華島外海展開武力示威，遭到朝鮮守備的發砲攻擊。日本

以此為藉口強迫朝鮮受理「書契」。次年（1876）1月，日本與朝鮮簽訂〈朝日修好條規〉，又名

〈江華島條約〉，迫使朝鮮開放門戶。39因此朝鮮開放門戶並非受迫於西方，反是受迫於亞洲的

日本，這是朝鮮開國的特徵之一，也象徵著東亞國際秩序將發生轉變。 

由於清、日間的關係出現變化，同時也動搖清朝與朝鮮的既有關係。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

是清、日關係變化的開端。清朝意識到日本的軍事威脅，將日本設定為假想敵。1879年日本併

吞宗屬國琉球，使清朝對日本的危機意識提高到頂點。40
1882年 6月發生「壬午軍亂」41，清朝

更加強對朝鮮的控制，兩者的宗屬關係因而更被加強。軍亂結束後，清朝除在朝鮮駐軍，控制

朝鮮武力，並派馬建忠與德國人穆麟德（P. G. Mollendorf）擔任朝鮮政治與外交顧問，積極干涉

朝鮮的內政與外交。42以往清朝並未直接干涉朝鮮的內政與外交，但在軍亂後，清朝將兩者間的

形式上的宗屬關係轉變為實質干涉，朝鮮實質上成為清朝的「屬國」。43
 

「壬午軍亂」後，1882 年 8月清朝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明文規定清朝具

有朝鮮的「宗主權」，雙方並商定互派商務委員、承認雙方的海路貿易等事宜。〈中朝商民水陸

貿易章程〉另有一個重要意義，則是首爾首次對一般中國人開放，中國商民可以在首爾居住、

開棧、通商，中國商人得以較日本商人早進入首爾進行商業活動。 

清朝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目的在於一方面加強朝鮮的宗屬關係，提高清朝的主

導權；另方面則在壓制日本在朝鮮的勢力。1876年日本打開朝鮮門戶後，獨占朝鮮貿易，並逐

漸提高對朝鮮的政治影響力。因此，清朝試圖藉由〈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壓抑日本在朝鮮

                                                 
38

 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 65-66。 
39朱立熙，《韓國史》（臺北：三民書局，2003），頁 158-159；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

国、自主と独立》，頁 66。 
40

 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 72。 
41

 首爾舊式軍隊所引發的暴動。1873 年大院君隱退，高宗親政而王妃閔氏一族掌握了政權，但是閔氏政權因

腐敗、亂用國庫等增加朝鮮社會的不安。1881年在日本的支援下成立新式軍隊「別技軍」，舊式軍隊因優待

新式軍隊而感到不滿。當時朝鮮出現米不足現象，而「別技軍」具有豐富的軍糧，舊式軍隊卻 13個月無獲

得軍糧。感到不滿的舊式軍隊與大院君勢力結合發動暴動，部分貧民也加入此暴動。舊式軍隊殺害閔謙鎬等

閔氏政權官吏，放火燒毀日本公使館。因此事件王妃閔氏逃離王宮避難，高宗將政權移交給大院君。對日本

在朝鮮勢力擴大而感到不安的清朝，接受金魚中等人的派兵要求，在保護「宗屬國」之名分下，派遣三千兵

力至朝鮮。清朝認為若朝鮮被日本武力所壓倒，有可能被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如此就會發生與琉球相同

的結果。因此，清朝馬上派兵鎮壓大院君政權，將大院君遣送至天津。參考한우영，《다시 찾은 우리역사》

（首爾：경세원，2007）頁 469-470。(中譯：韓永愚，《找回來的我們歷史》（首爾：Gyeong Sewon，2007）

頁 469-470。) 
42

 한우영，《다시 찾은 우리역사》，頁 470。(中譯：韓永愚，《找回來的我們歷史》) 
43

 岡本隆司將以這種清朝與朝鮮的宗屬關係的變化，稱為「屬國的實體化」、「自主的名目化」。參考岡本隆司，《世

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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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經影響力。 

 

(2) 首爾開市 

 

1395年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即以首爾為首都，視為國家的根本，因此朝鮮被迫開放門

戶時，朝鮮仍拒絕開放首爾，不允許外國人居住。44首爾當時被稱為「漢城」，是一個城牆包圍

的城郭都市。以 4個大門（東、西、南、北）為中心，連接周邊的 4個山而形成的接近方形的

城郭，以此作為與外部的屏障。而「漢城府」的管轄區包括城內與城外 10里。45（參考圖 1） 

 

圖 1  首爾城內與城外結構 

 

 

 

 

 

 

 

 

資料來源：임덕순，《600년 수도 서울─수도의 기원과 지리적 

발전과정》（首爾：지식산업사，1994），頁 70。 

 

1876年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規〉後，按照第四、五款的規定，分別在 1876年與

1880 年開放釜山與元山兩地，並各自形成日本專管居留地，但是首爾方面仍拒絕開放。46
1880

年，花房義質代理公使請求許可駐首都的國書被高宗接受後，朝鮮政府才默認日本公使常駐城

外西大門外京畿中營，升日本國旗，辦理通商事務。 

然而，以「壬午軍亂」為契機，日本使節成功地進入首爾城內。1882年 6月「壬午軍亂」

爆發後，設在西大門外的日本公使館被燒毀，公使花房義質與官員避難於日本。不久，日本公

使館官員 30餘人駐進首爾城內南部泥峴（진고개）區域，當作臨時公使館。日本並以保護居留

民為理由，派軍艦與軍隊到朝鮮，要求賠償。朝、日在軍亂的緊張氣氛下，7月 17日（陽曆 8

月 30日）簽訂〈朝日修好條規續約〉，其中第二款規定「任聽日本公使領事及隨員眷從遊歷朝

鮮內地各處事」。日本終於獲得城內設立公使館與領事館；公使、領事與其隨行官員家眷常駐城

                                                 
44

 不僅是首爾，原則上朝鮮全域內禁止外國人居住。首爾開市前所居住的外國人只有放逐於首爾城外的罪人或是

歸化人。參考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169-170。 
45

 李鍾河，《開港期 漢城의 空間構造 變化에 關한 研究》（首爾：首爾市立大學都市行政科碩士論文，1983），

頁 13、27。 
46

 李秀允，〈朝鮮開国後の流通構造の変遷―開港場客主と外国商人をめぐって〉，《早稲田経済学研究》，53（200

1.9），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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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以及旅遊朝鮮內各地之權利。47
 

1882年 8月〈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簽訂前，雖然外國官員與其家眷可以常駐首爾城內，

但是一般外國人民仍無法居住於首爾。清朝不僅透過〈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獲得派遣商務

委員駐紮首爾城內保護中國人民的權利，按照第四款規定：「兩國商民前徃彼此已開口岸貿易，

如安分守法，准其租地、賃房屋，所有土地與非干例禁之貨，均許交易……［中略］……朝鮮

商民除在北京列准交易與中國商民准入朝鮮楊花津、漢城開設行棧外，不准將合色貨物運入內

地坐肆售賣。……［後略］」，清朝獲得「楊花津、漢城開設行棧」的權利。48因此，首爾首次開

市，開放通商，僅限於允許中國商民在首爾城內設行棧，亦只有中國商人可在首爾城內居住、

通商、購買土地。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規〉時，曾強力拒絕日本公使在首爾常駐，卻

對清朝開放首爾。由此可知，「壬午軍亂」後清朝對朝鮮的控制力提高的程度與朝鮮所受清朝壓

力之巨大性。 

美國與日本也透過〈朝美修好通商條約〉與〈朝日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1883年 6月 22

日簽訂）適用最惠國條款，1883年 5月與 1885年 2 月獲得一般人民在城內居住、開棧的權利。
49接著，1883年 11月，按照〈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模式朝鮮與英國、德國簽訂〈朝英修好通

商條約〉與〈朝獨修好通商條約〉，承認英國人民與德國人民在城內居住、通商。50其後，朝鮮

與其他諸國，如：俄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簽訂修好通商條約中，都承認一般外國人民的首

爾城內居住與通商權。 

 

(3) 中國人居留地的形成 

 

開市前的首爾是朝鮮的政治、經濟中心，清朝搶先列強取得商民在首爾活動的權利，有助

於中國商人建立在朝鮮的經濟優勢。另方面，開市前首爾原有的空間發展則影響中國人進入首

爾後的活動及中國人居留地的形成。 

1414年朝鮮政府在鐘路十字路口至南大門，以及宗廟前至東大門的街道兩旁，設立市廛，

只有獲得官方許可的商人才能入住、開設商棧。51城內的最主要市廛位於清溪川以北的鐘路十字

路口一帶，成為城內的最大商業中心區。南大門與鐘路間成為城內第二商業中心。（參考圖 2）

南大門屬於早市，流通鐘路市廛不販賣的農產物或木柴等。52城內道路僅有 3 條較大的道路：第

一條為「景福宮」正門「光化門」到鐘路；第二條為西大門至東大門；第三條為鐘路到南大門。

第一條道路為政治的中心，第二條道路為第一商業中心，而第三條道路為第二商業中心（參考

                                                 
47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176-177；國會圖書館，〈韓‧

日修好條規〉，頁 36。 
48

 國會圖書館，〈韓‧清商民水陸貿易章程〉，《舊韓國末條約彙纂（下）》（首爾：國會圖書館，1964-1965），頁 39

9-400。 
49

 「朝美修好通商條約」（1883年 5月 19 日批准交換）第 14 款。日本並沒有在 1876 年簽訂的「朝日修好條規」

中規定最惠國條款，因此在 1883 年 6月 22日簽訂的「朝日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第 42 款中新設最惠國條款。

參考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180、240。 
50

 原田環，《朝鮮の韓国と近代化》，頁 279。 
51

 朴慶龍，《開化期 漢城府 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頁 101。 
52

 朴慶龍，《開化期 漢城府 研究》，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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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圖 2  朝鮮初期的城內結構（概念圖） 

 

資料來源：임덕순，《600년 수도서울 — 수도의 기원과 지리적 발전과정》（首爾： 

지식산업사，1994），頁 73。 

 

1882年首爾開市，但朝鮮政府並未劃分特定的中國人居留地，而是允許中國人在城內向朝

鮮人地主購買土地、居住、開設行棧。然而，首爾開市時首爾城內地區的開發集中於清溪川北

部與清溪川西南地區，尤其清溪川以北地區是權勢兩班階級的密集住宅區。因此，中國人進入

首爾城內時，選擇清溪川以南地區。首爾也轉變為朝鮮人與中國人雜居的空間。 

首批進入首爾城內的中國商民選擇居住於「水標橋」南北（現在的水標洞與鐘路區觀水洞）

一帶（參考圖 3）。主因在於「水標橋」一帶，接近鐘路市廛即第一商業中心區，具有發展性。

中國人積極在此地區購買房屋、土地，逐漸形成中國人居留地。聚集商戶增加後，中國商民活

動的區域，逐漸擴張至第二商業中心的南大門一帶。53
1883年 9月 16日陳樹棠以「總辦朝鮮商

務委員」的身分來到首爾，在南別宮設立臨時辦公室，同時購買「會賢坊駱洞」的土地興建「中

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54
 

其後在「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鄰接的土地，設立「中華會館」（現在的中央郵局位置）。

購買會館土地費用來自於「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經費。55「中華會館」是中國商人的自治組

                                                 
53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204；秦裕光，《旅韓六十年

見聞錄―韓國華僑史話》，（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頁 12。 
54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203；譚永盛，《朝鮮末期의 

清國商人에 關한 研究─1882 年부터 1885年까지》（首爾：檀國大學 史學科碩士論文，1976），頁 30、33。(中

譯：譚永盛，〈有關朝鮮末期清國商人的研究─1882 年至 1885 年〉（首爾：檀國大學碩士論文，1976），頁 30、

33。) 
55

 譚永盛，《朝鮮末期의 清國商人에 關한 研究─1882年부터 1885 年까지》，頁 57。(中譯：譚永盛，〈有關朝鮮

末期清國商人的研究─1882年至 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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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管理中國商民的一切事務，並提供中國商民集會場所，其性質可說是半官半民的組織。56「總

辦朝鮮商務委員」與「中華會館」興建後，中國人逐漸在「會賢坊」一帶也形成中國人居留地

（參考圖 3）。 

 

圖 3  開市後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 

 

資料來源：임덕순，《600년 수도 서울 ─ 수도의 기원과 지리적 발전과정》（首爾：지식산업사，1994） 

，頁 90。 

註：斜線部分為中國人居留地區。 

 

1885年，為保護中國商民的安全，陳樹棠與朝鮮政府密約，將「水標橋」附近地區劃分為

「清國人居留地域」。57
1885 年 10 月陳樹棠卸任商務委員一職，由「壬午軍亂」時來到朝鮮的

袁世凱繼任，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凱強力干涉朝鮮內政、積極保護中國商

民，因此中國人在首爾基礎更加鞏固。 

首爾開市初期，中國人的商鋪較集中於「水標橋」鐘路一帶、南大門與「會賢坊」一帶，

但隨中國商人的增加，中國商鋪也逐漸散居於首爾各地。1887年至 1889年間，首爾城內連續發

                                                 
56秦裕光，《旅韓六十年見聞錄―韓國華僑史話》，（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頁 17。 
57

 孫禎睦指出目前沒有正式紀錄可以證明，朝鮮與清朝政府間達成「清國人居留區域」之協定。「清國人居留區域」

為陳樹棠與朝鮮外務督辦金允植達成密約而成立。參考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

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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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中國商民的盜竊與放火事件。袁世凱認為商民零星分散在各地難以防護，因此讓中國商人

聚集於「昌德宮」（「水標橋」鐘路）與「慶運宮」（現在的「徳壽宮」）一帶。袁世凱並向「漢

城府」要求，若中國商民購買這兩地區的房屋與土地時，應協助平允價格處理。58袁世凱選擇「水

標橋」鐘路一帶原為中國人密集居住區，再加上此區應是與朝鮮政府達成密約成立「清國人居

留地域」之故；選擇「慶運宮」一帶則是考量此地區為美國、俄羅斯等外國公使館的集中地，

治安狀況較好。 

在袁世凱上述指令後，「慶運宮」的東南（現在的小公洞即「市聽」對面「首爾廣場飯店（Seoul 

Plaza Hotel）」一帶）與西南（小西門）逐漸形成新的中國人居留地。圖 4之西部，與歐美人居

留地重疊之處，則是袁世凱的指令下形成的新中國人居留地。 

袁世凱注意到日本居留地派設巡捕數名維持治安，較少發生盜竊或放火事件發生。59因此，

參考日本居留地的作法，在南大門路二街（現在的乙支路十字路口西南處）設立「清國警察署」，

安排 40名的巡捕，維持治安、保護中國商民的財產、生命與安全。當時城外的麻浦為貨船行經

漢江、進入首爾的重要碼頭區，有些中國商民在此經商，因此，袁世凱在麻浦設立「稽查局」（派

出所），維護渡船場的治安。60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首爾城內的中國人居留地，大致維持如圖 4所示的三個區域，即

「水標橋」、鐘路一帶、南大門路一帶、「慶運宮」的東南與西南一帶。朝鮮政府雖沒有劃分中

國人居留地域，但因為清朝公署的力量將中國人集中於幾個地區形成了居留地。此外，當時進

入首爾居住的中國人以商人為主，居留地與他們的職業活動直接連接在一起。當時中國人居留

地為職場與居住地並沒有產生分離，而是商店的分布、擴張與其居留地的分布、擴張形成一致

化。61這些中國人居留地（共三處），甲午戰爭後仍持續形成中國人集中居住區域，成為日後首

爾的「唐人街」（China Town）。 

 

 

 

 

 

 

 

 

 

                                                 
58

 《舊韓國外交文書》第 8卷，文書號碼 953、959、978；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

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207。 
59

 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 5卷，（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

72），頁 2628。 
60

 京城府，《京城府史》，第 2 卷（京城：京城府，1936），頁 617-618；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

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208。 
61

 南知叔，《서울市 華僑의 地理學的 考察：1882년-1987년》，頁 37。(中譯：南知叔，〈首爾市華僑的地理學考

察：1882 年-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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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95年漢城外國人居留地 

 

資料來源：박은경，《한국화교의 種族性》（首爾：韓國研究院，1986），頁 41-42。 

註 1：斜線部分為中國人居留地範圍。 

註 2：方形部分為日本人居留地範圍。 

註 3：橢圓形部分為歐美人居留地範圍。 

 

 

1. 甲午戰爭後的變化 

 

(1) 〈保護清商規則〉的公布與〈韓清通商條約〉的簽訂 

 

1894年 6月爆發甲午戰爭，主管朝鮮事務的袁世凱返國，中國人對失去公權力保護感到恐

懼，多數人選擇回國。1894 年 7月，在日本強迫下朝鮮政府通告中國，廢除〈中朝商民水陸貿

易章程〉及所有與中國簽訂的條約。62
1894年 8月，中國撤退所有駐朝鮮各口的委員，造成朝

鮮國內並不存在負責中國人事務的中國官員，在朝中國人成為未受條約關係保護的「無條約國

民」。 

1894年 11月 20日，在日本提案下朝鮮政府公布〈保護清商規則〉。日本建議發布此規則主

要原因是，在當時戰敗的中國兵在朝鮮內地引發一些問題，需要加以管制。因此，希望能管制

                                                 
62

 〈朝中商民水路貿易章程•中江通商章程•吉林貿易章程等一律廢罷의件〉，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編，《舊

韓國外交文書‧清案 2》（首爾：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1965-1973)，第 9卷，清案 29 冊，高宗 31年 6

月 23 日，檔號 1832，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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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開港口岸而在內地從事違法活動的中國人，同時亦限制新的中國人流入內地。63〈保護清商

規則〉內容包括，將中國人的居住地，限制於開市地漢城與開港地仁川、釜山、元山（第一條）；

中國人居住上述地區，必須向地方官登記居住地與營業種類（第二條）；禁止中國人搬運有害朝

鮮人民與政府之物資（第三條）；中國人進入朝鮮國境，必須在兩天內向地方官登記（第四條）；

除取得護照中國人外，禁止中國人進入內地（第五條）；違反規定之中國人，朝鮮政府有權利拘

致投獄、驅逐出境（第六條）；朝鮮官員認定有害朝鮮之安全或可疑之中國人，朝鮮政府可處罰、

驅逐出境（第七條）；在朝鮮境內之中國人犯罪，應聽朝鮮政府裁斷處分（第八條）。64
 

由於在朝鮮沒有中國的官方力量，因此 1895年 2月，中國委託英國總領事館保護所有在朝

鮮的中國商民，以及公署房屋，英國對此表示同意。65朝鮮政府雖已制定〈保護清商規則〉，但

在朝鮮各地，中國人與朝鮮人之間卻不斷發生衝突，朝鮮政府認為不能一直以〈朝英修好通商

條約〉的規定管制中國人，必須另行訂立專門條約。對朝鮮政府而言，中國人進入朝鮮內地引

發各種衝突持續不斷，因此必須重新簽訂條約。因此，1895年 4月，簽訂〈馬關條約〉後，朝

鮮政府向中國要求簽訂條約。然而，中國雖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表面上承認朝鮮為「自主

之國」，但中國並未真正認為朝鮮具有獨立地位。1896 年 6月，中國政府以朝鮮商務總董職位派

唐紹儀至朝鮮。1896年 7月 18日，朝鮮政府派譯官朴台榮至委辦朝鮮商務總署，說明「擬派使

京師，請修條約各情」，表示朝鮮欲與中國簽訂條約。針對朝鮮提出的要求，唐紹儀回應「韓王

現駐俄館，究係俄屬，是無獨立之權，何能派使」。66高宗因為王妃閔氏被日人殺害（1895年 7

月）後，感到自身安全不保而與世子一同逃避至俄羅斯公館（1896年 2月）。因此，唐紹儀以此

為由，回應朝鮮沒有資格主張「自主」與「獨立」。 

朴台榮又提出，「請俄兵來韓保護，倘俄兵一到，君主反宮，是時派使何如」。意指若俄羅

斯的軍隊來朝鮮，高宗將回宮廷，此時再派使臣至北京討論簽訂條約如何？唐紹儀回應，「他國

兵士駐紮國都，即為他國保護之國，派使一節，亦為公法之所不許。如韓王逕行派使中國，恐

不以禮相待」。67
1896年 8月 7日又派農商工部大臣趙秉稷，要求與朝鮮簽訂條約，但中國仍堅

持拒絕。68從唐紹儀的回應中，我們可以瞭解中國官方並不想承認朝鮮是一個「自主之國」。 

由於中國政府不願意與朝鮮簽訂平等條約，試圖靠自行力量管制並保護在朝鮮之中國人。

駐朝鮮的中國官員為管制在朝鮮中國人的不當行為，在 1896年 8月，制定〈在韓華商條規〉。

唐紹儀向北洋大臣王文韶報告：聞有許多不肖華人潛入朝鮮內地，冒充槍隊教習朝鮮人民，朝

鮮政府深感憂慮。另外，他也指出，「華商每月有賒與韓人貨價，計圖重利，乃狡詐，或先期

                                                 
63

 朴俊炯，〈清日戰爭발발 이후 동아시아 各地에서의 규제규칙의 제정과 시행─日本‧朝鮮‧臺灣의 예를 중

심으로〉，《한국문화》，47， (2009.09)，頁 239、241。(中譯：朴俊炯，〈爆發清日戰爭後東亞各地規定規則的制

定與實施〉，《韓國文化》，47，(2009.09)，頁 239、241) 
64

 朴俊炯，〈清日戰爭발발 이후 동아시아 各地에서의 규제규칙의 제정과 시행─日本‧朝鮮‧臺灣의 예를 중

심으로〉，頁 243-244。(中譯：朴俊炯，〈爆發清日戰爭後東亞各地規定規則的制定與實施〉) 
65

 〈請電駐韓英領保護華民及公署〉，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中央研究

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72），光緒 21年 1 月 7日，檔號 2550，頁 4029；〈已電駐韓本國領事保護華民及公署〉，

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1年 1月 11日，檔號 2556，頁 4034；〈請變通

設法訂立貿易章程〉，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年 10月 1日，檔號 33

50，頁 4959；〈奏派唐紹儀為駐韓總領事此後在韓華民卽由該總領事保護〉，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

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 年 11月 19日，檔號 3377，頁 4976。 
66

 〈預籌朝鮮通商辦法〉，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 年 6月 15 日，檔號

3289，頁 4871。 
67

 〈預籌朝鮮通商辦法〉，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 年 6月 15 日，檔號

3289，頁 4871。 
68

 殷丁泰，〈1899년 韓‧清通商條約 締結과 大韓帝國〉，《歷史學報》，186，(2005.06)，頁 30。(中譯：殷丁泰，

〈1899南韓‧清通商條約的締結與大韓帝國〉，《歷史學報》，186，(2005.06)，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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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遁，或任意延擱，以至訟端疊出」，因此，不得不對此加以整頓，並認為若不自行設法防範，

必導致朝鮮政府擅自擬定嚴苛章程約束中國人。唐紹儀認為中國不能受此欺侮，且會導致喪失

原有利權，因此與英總領事商量後制定〈在韓華商條規〉。69
 

中國人與朝鮮人的衝突，大多導因於通商過程中出現的債務糾紛，因此〈在韓華商條規〉

第一條便規定「勿得再行賒帳，倘經查出，不惟控告不理，猶須按貨價經三幫公議，酌罰一半，

提歸該幫會館經費之用」。表示，若查出中國人允許朝鮮人賒帳而發生糾紛，中國政府將不接受

控告，並將其價格之一半歸納於三幫（北幫、南幫、廣東幫）會館經費。第二條規定，「嗣後遇

有華商由內地來仁川者，須先由該管之幫報名具保」。第三條規定，「其有請領護照往外道採辦

土貨者，須由一二大商號具保請領，否則不准發給」。第四條規定，「凡在韓無論何等華人，均

須一律請照」，若查出違背者，押送中國，不得再來朝鮮。至於中國人的「護照」，則必須向英

總領事請領。70
 

唐紹儀尋求英國領事館協助外，也試圖利用在朝鮮的三幫組織管制中國人。1896年 12月，

雖然中國政府將改派唐紹儀為「駐紮朝鮮總領事」之職，負責保護在朝中國人，71但仍試圖以不

立約、不遣使臣、不遞國書的外交策略，管制與保護在朝鮮的中國人。 

對朝鮮而言，依據〈馬關條約〉規定，朝鮮已是「獨立之邦」。雖然朝鮮並非以本身力量爭

取到自主，但終於可以擺脫中國。同時朝鮮上下對中國與中國人的認知，也產生巨大的轉變。

對朝鮮而言，〈馬關條約〉給與朝鮮與中國建立對等關係的機會。因此，朝鮮必須將對中國認知

的轉變，反映在新條約中，並向列強展現朝鮮的「自主」。 

1897年 2月，高宗從俄羅斯公館回到慶運宮（後來的德壽宮），8月將朝鮮年號改為光武，

10 月登基為「皇帝」，將國號改為「大韓」；1899年 8月，公布「大韓帝國制」，正式成立「大

韓帝國」。72高宗回到慶運宮後，大韓帝國政府（以下簡稱，韓國政府）持續向中國表示簽訂條

約的意願，1897年 9月，外務大臣閔鍾默訪問「駐紮朝鮮總領事」唐紹儀，要求簽訂條約。對

此要求，唐紹儀表示，甲午以後，中國並不承認朝鮮是平行自主國，更無法承認朝鮮國王為「皇

帝」。唐紹儀更指出，根據 1897年 5月公開的〈日俄密約〉，明示朝鮮並未具有「自主之權」，

因此再次拒絕朝鮮簽訂條約的要求。73
 

                                                 
69

 〈咨送唐紹儀所擬曉諭在韓華商條規〉，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 年 7

月 15 日，檔號 3298，頁 4905。 
70

 〈在韓華商條規〉之完整內容如下： 

一、凡華商來韓經營，殊屬不易，無論大小生意，均宣以顧本為先，而獲利次之，賒帳一層，原多滯礙，近有因賒

欠而每致滋訟者，甚不可鮮，況人情狡詐，騙局飜新，一遭逃遁，無從追問，是欲圖重利，而反迭鉅本，悔將何

及，願諸商等，謹愼生涯，勿得再行賒帳，倘經查出，不惟控告不理，猶須按貨價經三幫公議，酌罰一半，提歸

該幫會館經費之用。 

一、嗣後遇有華商由內地來仁川者，須先由該管之幫報名具保，按請執照，如無保人，卽行提押解回內地。 

一、其有請領護照往外道採辦土貨者，須由一二大商號具保請領，否則不准發給，限以六箇月，仍將舊照呈繳，違

者議罰，並根究保人。 

一、凡在韓無論何等華人，均須一律請照，以便稽核，如尚有未經請領執照者，須報名補領，倘避匿不領，一經查

出，或由他人告發，卽以違例論，從嚴惩辦，押解內渡，毋許復來。 

參考，〈咨送唐紹儀所擬曉諭在韓華商條規〉，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

年 7月 15日，檔號 3298，頁 4906。 
71

 〈奏派唐紹儀為駐韓總領事此後在韓華民卽由該總領事保護〉，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

關係史料》，光緒 22年 11月 19 日，檔號 3377，頁 4976。 
72

 韓永愚，《다시 찾은 우리역사》，頁 489-491。(中譯：韓永愚，《找回來的我們歷史》) 
73

 殷丁泰，〈1899년 韓‧清通商條約 締結과 大韓帝國〉，頁 32。(中譯：殷丁泰，〈1899 南韓‧清通商條約的締

結與大韓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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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政府而言，雖然接受〈馬關條約〉，但卻認為朝鮮數百年為中國之藩屬，因此中國不

便與朝鮮訂立平行之約；但另方面，清廷也顧慮若朝鮮派使臣至北京呈遞國書，亦無法置之不

理。因此唐紹儀建議，若朝鮮必欲居自主之國，要求簽訂條約，中國向朝鮮僅准商訂通商章程、

准設領事，但不立條約、不遣使臣、不遞國書。同時唐紹儀又建議，中國採取派總領事駐紮漢

城代辦使事、妥議稅則，並分派領事分駐各通商口岸，以維持朝鮮作為中國屬國的舊有體制。74
 

但現實環境的變化，也迫使中國方面必須重新考慮對朝鮮的外交戰略。甲午戰爭結束後，

朝鮮局勢逐漸穩定，中國人至朝鮮的人數日益增加，但大多數中國人都屬小本經營或行商；亦

有無賴之徒藉名經商，進入朝鮮內地各處，騷擾朝鮮人民，結怨受欺，紛紛不絕，若不加以管

制，則資本富裕之商人亦受到拖累。因此，唐紹儀亦瞭解中朝人民在各地發生衝突的嚴重性，

雖然英國總領事具有中國人的會審權，唐紹儀可藉此與英國總領事商辦中國人事務，但中國總

難直接插手交涉及爭訟事件。同時，唐紹儀也指出，近年來中國人進入朝鮮後，進口貨物日增

月盛，不亞於日本商人，在朝鮮的商務漸有起色，但商情無人保護，實在有損國體。75
 

1897年，中國仍不願與朝鮮簽訂條約，然而，朝鮮各通商口岸的通商貿易日益繁榮，再加

上朝鮮鎮南浦及木浦即將開設通商口岸，許多中國商人已先去購買房產，作為通商準備。仁川

為中國人進入朝鮮最主要口岸，亦是通商貿易最活絡之處，更是中國人最多居住之地。因此，

唐紹儀指示，駐仁川商務委員自行雇用中國人巡守仁川租界，並禁止日本巡捕擅自進入中國人

的房屋、捉拏犯人。76
  

由於中國政府不願與朝鮮政府簽訂條約，致使唐紹儀雖以總領事職位駐紮朝鮮，但在無條

約保障的狀況下，唐紹儀的身分並未獲得承認，並未具有正式與朝鮮政府交涉事務的權限，只

是「彷彿領事」的身分，無法直接與朝鮮政府進行官方交涉，而陷入外交困境。77在朝中國人仍

處於「無條約國民」的狀況，無法獲得完善的保護。1896年，唐紹儀出席在仁川召開的各國租

界事務會議，會議當中，日本、美國領事指責中國，認為中國與朝鮮並未簽訂條約，因此應歸

還租界。78
1896年至 1897年間，英國領事館與俄羅斯領事館等各國領事館，亦數次詢問中國是

否準備與朝鮮立約，對中國施加壓力。79
 

當時國家間的相互關係與權利的行使，必須透過簽訂條約，中國雖不想承認朝鮮的自主、

平等地位，但是在無條約的情況下，中國無法在朝鮮主張任何權利。雖然英國總領事有權管制

與保護中國人民，但是透過英國總領事，僅能間接性的管制與保護。雖然唐紹儀透過三幫組織

的協助彌補此限制，但是亦難克服間接管制與保護的限制。另外，中國的自行管制，似乎未發

揮很大效果，中國人與朝鮮人的衝突，持續不斷。 

                                                 
74

 〈預籌朝鮮通商辦法〉，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 年 6月 15 日，檔號

3289，頁 4871；〈請變通設法訂立貿易章程〉，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

2 年 10月 1日，檔號 3350，頁 4959。 
75

 〈請變通設法訂立貿易章程〉，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 年 10月 1 日，

檔號 3350，頁 4959。 
76

 〈朝鮮履欲遺使立約已告斷不能行又仁川華商新舊租界已令自行僱華丁巡守以免日人作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

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3 年 5月 5日，檔號 3414，頁 5021。 
77

 殷丁泰，〈1899년 韓‧清通商條約 締結과 大韓帝國〉，頁 31。(中譯：殷丁泰，〈1899 南韓‧清通商條約的締

結與大韓帝國〉) 
78

 〈韓廷遇事悉聽外人主持惟有盡力阻其派使赴京日美均主取消華租界聞將再集議擬定於仁川釜山元山三口派員

照應商務〉，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3年 2月 11 日，檔號，3389，頁 4

989-4990。 
79

 殷丁泰，〈1899년 韓‧清通商條約 締結과 大韓帝國〉，頁 32。(中譯：殷丁泰，〈1899 南韓‧清通商條約的締

結與大韓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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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 8月，清廷決定在朝鮮派使至北京而有損中國顏面前，先派使至朝鮮簽訂條約，條

約內容則參考各國條約。因此，中國命徐壽朋為「駐紮朝鮮國欽差大臣」，出使議約。80雙方經

過一年多的交涉，終於在 1899 年 9月 11日簽訂〈韓清通商條約〉，其內容接近〈朝美通商條約〉。
81條約第二款規定，互派使臣、互設領事館；第三款則規定，兩國商民進出口，彼此遵守當地國

的海關章程，徵收相待最優國之商民稅鈔。82表示兩國彼此享有最惠國待遇。 

第四款規定，兩國商民可以在通商口岸所訂的租界內，賃房居住或起蓋棧房，其自便所有

土產以及製造之物與不違禁之貨，均允許售賣；兩國商民在通商界限外，不得租地賃房開棧；

在兩國通商口岸所定租界外，准外國人永租或暫租地段賃購房屋，兩國商民亦應享獲一切利益，

但是租住此項地段之人於居住納稅各事，應行一律遵守當地國自訂地方稅課章程。 

第八款規定，「中國民人准領護照前往韓國內地遊歷通商，但不准坐肆買賣，違者將所有貨

物入官，按原價加倍施罰」。此亦是管制中國人進入朝內地各處通商，並禁止在內地「坐肆買賣」。

根據此條規定，朝鮮政府可管制在朝鮮中國人的居住範圍，並防止中國人進入朝鮮內地各處租

借或購買房屋。第九款則規定，禁止進口鴉片至朝鮮。 

中國政府亦對〈韓清通商條約〉的內容也大致感到滿意。中國以簽訂西方其他國家相同內

容之條約為目標，因此除了刪除中國銀幣在朝鮮流通、軍船來往、禁止鴉片與紅蔘出口等內容

外，大致都符合中國的原案，而能順利議約。83此後，中韓雙方即以新的國際條約秩序規範雙方

的外交關係，正式結束延續數百年的宗屬關係。朝鮮社會輿論對〈韓清通商條約〉的內容也大

都表示滿意。 

 

(2) 漢城府新家契制度的設立 

 

如前所述，1882年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中國人成為第一個在首爾允許開棧、購

買土地的外國人，其後變為日本人、美國人等外國人均可享有的權利。其後，在首爾購買土地

的外國人越來越多。1880年代中期，首爾的外國人購買土地、家屋的數量逐漸擴大。1890年製

作的《各國家契漢城府所來冊》，紀載 1885年至 1889 年間，外國人的購屋及家契紀錄。根據此

紀錄，在首爾購買土地的外國人中日本人數量最多 88 棟，中國人為 69棟。（參考表 1）但是，

1891 年 11月 19日，漢城府小尹李建昌上訴朝廷的內容中說明，「各國人永買家舍，爲四百餘處，

其間架不可勝計」，84表示 1891 年外國人購買的家屋 400多棟，與表 1的數量出入很大，可以看

出當時家屋或土地的買賣不一定向漢城府登記，表 1 僅是向漢城府登記的件數。 

 

 

 

                                                 
80

 殷丁泰認為由於 1898 年 6月戊戌變法對中國政府內部產生變化，導致中國的外交路線產生轉變。參考，殷丁泰，

〈1899년 韓‧清通商條約 締結과 大韓帝國〉，頁 33。(中譯：殷丁泰，〈1899 南韓‧清通商條約的締結與大韓

帝國〉) 
81

 이재석，〈한청통상조약연구〉，《大韓政治學報》，19：2，(2011.10)，頁 189。(中譯：Lee, Jaeseok，，〈한

청통상조약연구〉，《大韓政治學報》，19：2，(2011.10)，頁 189。) 
82

 〈韓青通商條約〉共有 13款，詳細內容參考，國會圖書館，《舊韓末條約彙纂（下）》，頁 369-391。以下的〈韓

青通商條約〉的內容皆引用此資料，省略註釋。 
83

 殷丁泰，〈1899년 韓‧清通商條約 締結과 大韓帝國〉，頁 52。 

84
 〈이건창이 화폐를 교환하는 것을 충분히 토의하고 시행하도록 청하다〉(李建昌要求求貨幣充分交換應充分

討論後在十實施)，《朝鮮往朝實錄》，高宗實錄 28卷，高宗 28年(1891 年)11月 19日，己卯第二記事。參考「國

史編纂委員會」http://sillok.history.go.kr/id/kza_12811019_002，訪問日期：2018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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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漢城府內外國人購買土地 

 
中國人 日本人 法國人 美國人 合計 

1885 0 2 0 0 2 

1886 6 0 5 0 11 

1887 10 2 13 0 25 

1888 20 28 0 16 64 

1889 28 56 0 60 144 

不詳 5 0 2 0 7 

合計 69 88 20 76 253 

資料來源：王賢鐘，〈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토지·가옥조사와 외국인 토지침탈 대책〉，《서울학연구》，10，
(1998.5)，頁 6。 

 

當時土地或家屋交易的方式是，契約當事人之間只要交換土地（家屋）文件與金錢，即可

完成交易。85買賣結束後，漢城府僅是追加承認雙方的交易事實，發行證書。86因此，土地交易

的過程、數量，幾乎完全脫離漢城府等行政當局的管控。 

首爾的外國人雖然形成如圖 4的種族別聚集居住的現象，但是並沒有如仁川、釜山等開港

地訂定《租界章程》等條約。因此，無明定條約下，首爾形成外國人與朝鮮人混合居住的「雜

居地」。當時朝鮮的新聞內的世界情勢強烈受到「社會進化論」的影響，常常使用「若肉強食」

的說法，比喻國家或民族之間的生存競爭。被外國強迫開放門戶，形成外國人與朝鮮混合居住

的「雜居地」首爾成為民族之間生存競爭的場域。朝鮮人的危機意識基於不僅不如日本人，被

視為「野蠻」存在而歧視的中國人也無法贏過競爭的現實。87事實上，當時首爾的商業掌握在中

國人與日本人的手中，不僅是歐美人的購屋也持續增加的情況下，首爾的商人與一般庶民都對

外國人感到強烈的不滿與危機意識。 

因此，1893年，朝鮮政府採取漢城府內所有家戶為對象辦發家契之土地政策，以此防止交

易的混亂，並阻止外國人土地所有的擴大。如圖 5所示，新家契中必須填寫辦發家契日期與戶

數，再寫入地理位置五部中的哪一部、哪一坊；並記錄瓦屋或草屋幾間及空岱等房屋的樣式及

土地大小。另外，必須由買賣當事人紀錄買賣結果，也要填入負責官吏的名字。新家契中填寫

「空岱」幾間，表示不僅允許家屋的買賣，也允許土地的買賣。新的家契制度是，官方以統一

的樣式紀錄、保管交易內容，以備查，具有現在的公證制度的效果。88此家契也適用於外國人，

因此朝鮮政府允許外國人家屋及土地的買賣。 

 

 

 

 

                                                 
85

 李昇一，〈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가옥 거래와 家儈의 역할〉，《역사교육》，132，(2016.3)，頁108。(李昇

一，〈大韓帝國時期漢城釜的家屋交易及家儈的角色〉，《歷史教育》，132，(2016.3)，頁108。) 
86

 1891 年 11 月 19日，漢城府小尹李建昌上訴朝廷的內容中說明，「賃購房屋，旣載章程，業經本府，成券交給。

臣亦於接任之後，依其所求，成給幾處家券」。〈이건창이 화폐를 교환하는 것을 충분히 토의하고 시행하도록 

청하다〉(李建昌要求求貨幣充分交換應充分討論後在十實施)，《朝鮮往朝實錄》，高宗實錄 28卷，高宗 28年(1891

年)11月 19日，己卯第二記事。 
87

 박준형，〈청일전쟁 이후 雜居地 漢城의 공간재편논의와 한청통상조약〉，《서울학연구》，45，(2011.1)，

頁 85-86。(中譯：Park, Junhyeong，〈清日戰爭後雜居地漢城的空間在編的討論與韓清通商條約〉，《首爾學研

究》，45，(2011.1)，頁 85-86。) 
88

 王賢鐘，〈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토지·가옥조사와 외국인 토지침탈 대책〉，《서울학연구》，10，(1998.5)，

頁 8-10。(中譯：王賢鐘，〈大韓帝國時期漢城府的土地家屋調查與外國人的土地侵占對策〉，《首爾學研究》，

10，(1998.5)，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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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893 年家契樣式 

 

資料來源：王賢鐘，〈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토지·가옥조사와 외국인 토지침탈 대책〉，《서울학연구》，10，
(1998.5)，頁 9。 

 

新的家契制度設定的目標是，將圖 5的家契辦發給漢城府內的所有家戶。為了推動此目標

必須重新調查漢城府內的家戶數與狀況，以及精確測量漢城府的土地使用狀況，建立正確的土

地所有權。因此，1896年 9 月 1日，頒布勅令 61號「戶口調查規則」，調查漢城府地的戶口，

重新整理戶籍。1898年初開始進行調查戶口時，韓國政府採取戶口與家屋資訊連接在一起的方

式：在戶籍樣式中，不僅填寫家主姓名、人口外，必須填寫家宅的已有、借有與否，並寫入家

宅的間數（空間大小）與瓦屋或草屋。89
 

總而言之，新的家契並未能辦發給所有漢城府內的家戶，縮小為買賣所需的情況。因此，

新的家契制度並未能發揮很大的實質效果。90雖然新的家契未能辦發給所有已有家屋或土地的家

戶，但是新不動產交易基本上是按照新的家契制度進行交易。 

 

(3) 官契制度的設立與測量外國人居留地 

 

隨之甲午戰爭結束，1895 年 5月已有 3,000多中國商人返回朝鮮，1896 年約有 4,000人在

朝鮮活動。91回到首爾的中國人大多以原中國人居留地為中心繼續居住，亦有些中國人在首爾購

買新的土地或家屋。 

1890年代後期，首爾的家屋及土地買賣日益增加，由於家屋及土地的所有權的不清楚而引

起許多弊端。1898年 6月，韓國政府頒布「告示文」，通知家屋買賣原則，其中第一條則是「從

此不允許不具有官契及立旨的家屋之買賣」。第二條中說明，今年的戶籍大致完成編制，申請新

                                                 
89

 王賢鐘，〈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토지·가옥조사와 외국인 토지침탈 대책〉，頁 13-14。(中譯：王賢鐘，〈大韓

帝國時期漢城府的土地家屋調查與外國人的土地侵占對策〉) 
90

 王賢鐘，〈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토지·가옥조사와 외국인 토지침탈 대책〉，頁 9-10。(中譯：王賢鐘，〈大韓帝

國時期漢城府的土地家屋調查與外國人的土地侵占對策〉) 
91

 〈請變通設法訂立貿易章程〉，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 年 10月 1 日，

檔號 3350，頁 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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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契的人依據新戶籍的統號數，新舊家主陪同家儈92辦理。同時，也說明買賣的人必須搬家 5天

內取得官契，以防產生爭執。93
 

韓國政府推動新土地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保護朝鮮人民的土地所有權，防止外國人侵

占土地。1898年 6月，韓國政府樹立國家方針為，強化控制與管理漢城府內外國人家屋的所有。

同年 7月，成立「量地衙門」，一方面說明政府立場為，針對漢城府的官有地，禁止外國人的土

地所有，僅暫時允許家舍所有。另方面，推動土地測量，調查外國人的土地所有狀況。1898年

7月 14日，韓國政府朝聘美國技士巨廉（Krumm）5年，在他的主導下培養測量見習生，使用

西方的測量技術進行土地測量，漢城府成為全國第一個土地測量的地區。1899 年 4月 1日，「量

地衙門」開始進行測量，第一個選定的地區為南大門至水票橋為止。94測量範圍不僅包括道路、

官有地，亦包括外國公館、教堂、私宅及棧房（商店）等外國人居留地。此一區域是屬於中國

人居留地，因此中國人居留地成為在一個在朝鮮以西方土地測量技術進行測量的地區。 

1900年 3月至 6月間，「量地衙門」正式展開首爾外國人居留地的測量，對日本公館、俄國

公館、法國公館等外國公使館及慶雲宮等主要建築進行測量。1900年下半年開始，針對漢城府

內的住宅區進行測量。95
 

 

(4) 「漢城撤棧」的計畫與失敗 

 

爆發甲午戰爭後，無條約狀況的中國，1899年終於與大韓帝國進入簽訂契約的交涉。大韓

帝國全權大臣朴齊純及中國全權大臣徐壽朋進行交涉時間為 1899年 2月 15 日至 7月 18日，共

召開了 8次會談。96
 

甲午戰爭後，朝鮮的自主意識與「清國蔑視觀」越來越加重的情況下，〈韓清通商條約〉簽

訂對韓國政府而言，是一個抑制中國勢力的好機會。甲午戰爭後，中國商人在朝鮮勢力逐漸恢

復，回到首爾的中國商人的商勢也逐漸恢復，造成朝鮮商人的很大的壓力，引起朝鮮人民的反

彈。當時韓國政府也正在推動禁止外國人土地所有政策，因此韓國政府試圖利用交涉條約的機

會達成「漢城撤棧」。當時「獨立協會」與朝鮮「總商會」等有力的民間團體，甚至沿江的頭民

及城內的市民一千多名也上訴至朝廷要求也要求「漢城撤棧」與禁止內地行商。97
  

韓國政府在第 2次會談時，向中國提出「漢城撤棧」。韓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漢城撤棧」

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在〈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中，雖有朝鮮商民在北京交易與中國商

民在首爾開設行棧之條款，但朝鮮商民在北京的交易僅停留於「官蔘買賣」，與中國商民在首爾

設棧，狀況完全不同，處於不平等狀態。98第二，根據朝鮮與各國簽訂的善後續款，若中國政府

                                                 
92

 家儈是指房屋中介，189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的新的職業。 
93

 王賢鐘，〈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토지·가옥조사와 외국인 토지침탈 대책〉，頁 14-15。(中譯：王賢鐘，〈大韓

帝國時期漢城府的土地家屋調查與外國人的土地侵占對策〉) 
94

 〈량디아문〉，《獨立新聞》，1899.4.5. 
95

 王賢鐘，〈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토지·가옥조사와 외국인 토지침탈 대책〉，頁 22-23。(中譯：王賢鐘，〈大韓

帝國時期漢城府的土地家屋調查與外國人的土地侵占對策〉) 
96

 박준형，〈청일전쟁 이후 의 공간재편논의와 한청통상조약〉，頁 92。(中譯：Park, Junhyeong，〈清日戰爭後

雜居地漢城的空間在編的討論與韓清通商條約〉) 
97

 殷丁泰，〈1899년 韓‧清通商條約 締結과 大韓帝國〉，頁 38。(中譯：殷丁泰，〈1899 南韓‧清通商條約的締

結與大韓帝國〉) 
98

 〈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第四款規定：「兩國商民前徃彼此已開口岸貿易，如安分守法，准其租地、賃房屋，

所有土地與非干例禁之貨，均許交易……［中略］……朝鮮商民除在北京列准交易與中國商民准入朝鮮楊花津、

漢城開設行棧外，不准將合色貨物運入內地坐肆售賣。……［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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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爾撤棧，其他國家也隨之撤棧。99「漢城開棧」始於〈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首爾第一

次開放給中國人設棧、購屋之後，按照最惠國條款，此一權利成為其他各國均沾的權利，各國

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的續約時，將「漢城開棧」的權利列入條款中。如表 2所示，1883年 11月

簽訂的〈朝英修好通商條約〉與〈朝德修好通商條約〉善後續約第二款中，明確指出「中國商

民，准入漢城開設行棧之益，允為撤消，英國、德國商民，則不得援引此款之例」，表示若中

國在首爾撤棧，英國、德國也將撤棧。朝鮮與義大利、俄國、法國、奧地利簽訂的通商條約或

善後續約，雖然並未明確指出中國，但說明「將來有約之國」撤消漢城開設行棧之益，義大利、

俄國、法國、奧地利也會跟隨。因此，韓國政府認為中國在首爾撤棧，其他國家撤棧的可能性

很大。 

 

表 2  朝鮮與各國政府簽訂的漢城撤棧相關條款 
條約簽訂日 條款 內容 

1883.11 

 

朝英修好通商條約
善後續約第二款 

本約第四款內所載各節，現經彼此明訂，中國政府，日
後，倘將去年所議，中國商民，准入漢城開設行棧之益，
允為撤消，英國商民，則不得援引此款之例，惟朝鮮政
府，若將此利益，濟他國商民，則英國商民，亦應一體
均沾。 

朝德修好通商條約
善後續約第二款 

本約第四款內所載各節，現經彼此明訂，中國政府，日
後，倘將去年所議，中國商民，准入漢城開設行棧之益，
允為撤消，德國商民，則不得援引此款之例，惟朝鮮政
府，若將此利益，濟他國商民，則英國商民，亦應一體
均沾。 

1884.06 
朝義修好通商條約
第四款 第一項 

(前略)如現在各有約，或將來有約之國，將商民准入漢城
開設行棧之益，允為撤消，義國商民，則不得援引此款
之例。 

1884.07 
朝俄修好通商條約
善後續約第二款 

本約第四款內所載各節，現經彼此明訂，如現在各有約，
或將來有約之國，將商民准入漢城開設行棧之益，允為
撤消，俄國商民，則不得援引此款之例。 

1886.06 
朝法修好通商條約
善後續約第三款 

如現在各有約，或將來有約之國，將商民准入漢城開設
行棧之益，允為撤消，法國商民，則不得援引此款之例。 

1892.06 
朝奧修好通商條約
第四款 第一項 

(前略)倘與朝鮮有約各國政府，於日後，允將在漢陽設立
貿易行棧之例廢去，奧國商民，亦不得在漢陽設立行棧。 

資料來源：박준형，〈청일전쟁 이후 雜居地 漢城의 공간재편논의와 한청통상조약〉，《서울학연구》，
45(2011.1)，頁 71。 

 

徐壽朋在第 3次會談中，針對大韓帝國提出的第一個理由說明：條約必須根據兩國與其他

國家已簽訂的條約，中國與各國之間的條約中並未將北京承認為通商處，朝鮮人民在北京的交

易並未包括在通商貿易的範圍內。針對第二個理由說明：「漢城開棧」的內容也加入於朝鮮與各

國之間簽訂的條約內，只要朝鮮與各國所簽訂條約中的「漢城開棧」尚未廢除，中國與朝鮮之

間的條約也應當加入最惠國條款。同時，徐壽朋提案，應可以修正為特定國家廢除「漢城開棧」，

中國也將跟隨。接著，廢除「漢城撤棧」的修正案成為交涉重點，朴齊純提出，依照〈朝英修

好通商條約〉，「漢城撤棧」的內容不須加入本約，可加入於「善後續約」。兩國交涉結果，

從大韓帝國提出來的「若韓國政府決定漢城撤棧，廢除清商」之較強硬的內容，後退為「若韓

國政府以後要求廢除漢城的開設行棧之利益，中國政府可即允許，但中國商民的行棧必須與各

國商民的行棧一同廢除」。然而，第 7次會談時，中國轉為否決上述的撤棧內容。轉變態度的

主要原因在於，徐壽朋接到中國總署的指示：針對「漢城撤棧」各國都加以干涉，應刪除「漢

城撤棧」。因此，徐壽朋態度轉為非常強硬，堅持絕不簽訂續約，並主張若因中國的允許消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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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丁泰，〈1899년 韓‧清通商條約 締結과 大韓帝國〉，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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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款之利益，自然會引起各國的不滿，此問題中國不能單獨決定。在中國堅持強硬態度的狀

況下，大韓帝國接受中國的要求，〈韓清通商條約〉本約或續約內不加入任何「漢城撤棧」的條

款。100
 

對大韓帝國而言，〈韓清通商條約〉是與中國第一個簽訂的平等條約，表示中國承認大韓帝

國為平等國家，只要靠這一點，大韓帝國而言，就具有足夠的簽約價值。 

 

(5) 外國人土地所有禁止政策與失敗 

 

大韓帝國雖然放棄「漢城撤棧」，但並未放棄管制外國人土地所有。1900 年 11月，韓國政

府在首爾主要道路及四大門公布「告示文」，其主旨為：外國人向朝鮮人民買受家屋時，必須先

向漢城府稟告後再付款，以防產生官有地民有地之紛爭；賣渡給外國人時，不取得許可而暗相

買賣者，將會嚴厲處罰。換言之，以後外國人購買家屋，必須先取得官方的許可，採取「外國

人家屋交易許可制」。1901年 10月 20日，「地契衙門」正式成立，專門負責漢城府與 13道各郡

的田土契卷的整備，同時也負責田土的調查、新契發行與舊契的撤銷、買賣證卷的發行等業務。
101「地契衙門」成立後，採取的重要政策之一為，一切禁止外國人所有家舍。「地契衙門」成立

後，田地與家屋買賣時發行的官契背面紀載著發行原則： 

 

一、所有家舍的大韓帝國人民，必須具備此官契，舊官契必須收納於本衙門。 

一、家舍所有主買賣或讓渡該家舍或典質時，應換去官契，取得官廳的認許後實施。 

一、家舍所有主不願具備官契下買賣或讓渡時，或沒有換去官契典質時，因沒有官許，該家

舍一切屬於公有。 

一、大韓帝國的人民外，沒有成為家舍所有主的權利。因私下買賣、典質、讓渡產生弊端的

人，一律處罰，該家舍因有原主記名人，一切屬於公有。102
 

 

按照官契的該發行原則，只有大韓帝國人民具有家舍所有主的權利，等於禁止外國人所有

家舍。1898年 7月成立「量地衙門」時，韓國政府已訂出禁止外國人土地所有的方針，1901 年

10 月成立「地契衙門」後，更進一步禁止外國人所有家舍。換言之，1901年 10月起，韓國政

府禁止外國人持有家屋與土地等任何不動產。 

1902年 3月，由「地契衙門」合併「量地衙門」後，更能具體、更有力推動漢城府內的土

地調查與證書發行。韓國政府為了防止外國人土地侵占之根源，強調禁止漢城府城內的土地買

賣與讓渡之原則，並以土地調查尚未完成而導致官契亦尚未實施為理由，保留漢城府內的家舍

官契之發行。韓國政府針對舊文記或舊家契的處理方針為，新的地卷、家契發行前，舊文記或

舊家契以暫租之名登記，而不是永租。也就是說，針對以往的外國人的家屋及土地所有權，採

取暫時承認的態度。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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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丁泰，〈1899년 韓‧清通商條約 締結과 大韓帝國〉，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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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時期漢城府的土地家屋調查與外國人的土地侵占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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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的此種外國人土地所有政策，引起外國公使館與外國商人的強烈的反彈，並要求

發行地卷與家契權限，由外部移交於漢城府。1902年 11月，駐首爾的日本全權公使林權助、美

國全權公使安連等 8個國家的公使聚集在一起，公開抗議，要求應協助外國人的地契順利發行。

他們主張，按條約，10里以內的土地購買及相關證書的發行是正當的要求，不應受到任何妨礙；

為地契的順利發行，要求皇帝允許由漢城判尹或漢城府內的某一部負責土地及家屋業務。104
 

1903年 10月，「地契衙門」開始展開首爾城外地區的土地測量，繼續推動禁止外國人土地

所有政策。然而，此政策主要因為日本的反對而未能成功。甲午戰爭後，日本在朝鮮的影響力

越來越加深，甲午戰爭後，在首爾的外國人中日本人占最多數，日本人在漢城所有的土地與家

屋也最多，因此，日本無法容忍自國人民在朝鮮的活動及權利受到限制，必須保護日本人在朝

鮮的權利。在日本的壓力下，1904年 1月 11日，「地契衙門」被廢止，其規模被縮小編入於度

支部量地局。105
 

「地契衙門」被廢止後，韓國政府的禁止外國人土地所有政策也較難以推動，而告失敗。

1906年土地與家屋相關業務移轉至日本統監府外事局理事廳。 

 

3. 日本殖民地的形成與租界及居留地制度的廢除 

 

(1) 統監府設立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開始 

 

1904年 2月 8日爆發日俄戰爭，2月 23日，日本以朝鮮王室的安全、保障朝鮮獨立、保全

超鮮領土為由，要求朝鮮簽訂〈日韓協定書〉，逼迫朝鮮提供日本的軍事行動的合作。另方面，

日本以「改善施政」為名，開始干涉朝鮮內政將朝鮮保護國化。因此，〈日韓協定書〉可以說是

日本殖民地化的起點。同年 5月 31日，日本內閣決定〈帝國之對韓方針〉與〈對韓施設綱領〉，

掌握大韓帝國的外交、軍事、財政權，以及交通、通信手段與經濟利權。為了達到此目的，日

本要求大韓帝國簽訂各種協定外，8月 23日締結第一次〈日韓協約〉，向朝鮮派出財政顧問及外

交顧問。翌年（1905年），日本也繼續派出警察、教育方面的顧問及參與官，監督大韓帝國的政

務。106
 

日本雖然在〈帝國之對韓方針〉中已確定朝鮮保護國化的政策方向，為更加確實落實此政

策，1905年 4月 8日內閣決議通過〈韓國保護權確立之件〉，並決定一方面與大韓帝國締結保護

條約，完全剝奪大韓帝國的外交行為能力；另方面，推動各國使臣撤退朝鮮，封鎖大韓帝國的

外交路線。因此，對俄方面簽訂〈日露講和條約〉（1905.9.5）、對英簽訂第二次〈日英同盟條約〉、

對美簽訂〈桂・塔虎脫備忘錄〉，將朝鮮放入日本勢力範圍一事，取得了國際承認。1905 年 11

月 17 日，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日本正式將朝鮮變為其保護國，在朝鮮設立統監府做為統

治機構。日本不僅接受大韓帝國的外交權，以「改善施政」為名，掌握行政權，主導警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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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財政與教育政策。1907 年 7月 24日，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與〈實施日韓協約規定之相

關備忘錄〉，對統監賦予完全指導、監督大韓帝國內政之權利，以及立法承認權與決定重要日韓

官吏的人事權。107
1910年 8月 22日簽訂〈日韓併合條約〉，8月 29日「韓國」國號改為「朝鮮」，

宣布朝鮮為「日本帝國領土」之一部分。108由此朝鮮正式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同年 9月 30日成立

朝鮮總督府，成為治理朝鮮的最高統治機構。 

 

(2) 理事廳的設立與外國人土地所有權的承認 

 

1905年 11月 17日成立統監府後，其外事局負責所有大韓帝國的外交，所有駐朝鮮日本領

事館也改組為理事廳，負責所有大韓帝國外部（外務部）及開港場監理職權的條約國與在留外

國人、外國租界相關的地方業務。同時，理事廳亦負責指導、監督一切朝鮮地方行政業務。109
1905

年 11月 18日，統監府公布統監府令 48號〈韓國地方施政相關的理事官的執務規程〉，在朝鮮

主要地區設立理事廳與支廳，監督朝鮮地方官的行政。110
1906年 1月，廢除日本公使館及首爾

領事館，在首爾、仁川、釜山、鎮南浦、木浦、馬山成立了 7個理事廳，隔年（1907年）1月

追加了群山、平壤、城津等 3所理事廳。111
 

但是 1905年當時，漢城 5署內某些地區以外，原則上不能賣家屋及土地予外國人，但是部

分官吏與私家的家主，漠視此規定發生常常偷賣給外國人。1905年 4月，韓國政府樹立了測量

漢城 5署內的家屋及田土之計畫，主要是為了在民有地與官有地嚴禁一般人民將土地賣給外國

人。112然而，朝鮮成為日本保護國以後，統監府並未持續禁止外國人購買朝鮮土地。1906年 2

月 1日，在首爾成立理事廳，使用原日本領事館的廳舍，開始辦理外國人相關業務。113
 

1906年10月26日，統監府公布勅令第65號〈土地家屋證明規則〉，將土地所有權的證明對

象限制於所有權，以及典當權的買賣、贈與、交換。土地交易的申報方式也出現很大變化，土

地交易時，必須取得郡守府尹的證明。換言之，土地交易時必須具備官方證明的契約書，即「官

印契約書發行制度」。因此，土地、家屋的買賣，自事先管控的方式，更改為交易發生後取得

官方證明的方式。再加上，重要的是，新的證明規則，承認日本人等外國人土地所有權。另外，

統監府廢除大韓帝國時期保留下來的外國人只能所有租界與其10里以內的家屋、土地之規定，

將外國人在所有地區可以持有土地，將外國人土地所有合法化。114
1906年頒布更詳細的相關「訓

令」，115漢城府要求，為了準備具體的相關規定與認證簿、證明簿，希望隔年（1907年）1月1

日開始實施。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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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勅令 318號，〈韓國ノ國ハ之ヲ改メ爾今朝鮮ト稱ス〉，《朝鮮總督府官報》，第 1號，1910.8.29，頁 3；統監府訓

令第 16號，《朝鮮總督府官報》，第 1號，1910.8.29，頁 14。 
109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397。 
110

 官報 
111

 朴慶龍，《開化期 漢城府 研究》，頁 62-63。 
112

 王賢鐘，〈한말 한성부 지역 토지 가옥 거래의 추이와 거주지별 편차〉，《한국사연구》，150，(2010.9)，頁

150-151。(中譯：王賢鐘，〈韓末漢城府地區土地家屋交易的推移與居住地別差異〉，《韓國史研究》，150，(2010.

9)，頁 150-151。) 
113

 朴慶龍，《開化期 漢城府 研究》，頁 75。 
114

 《舊韓國官報》，第 3598號，1906.10.31，頁 963。 
115

 《舊韓國官報》，第 3608號，1906.11.12，頁 1007-1008。 
116

 王賢鐘，〈한말 한성부 지역 토지 가옥 거래의 추이와 거주지별 편차〉，頁 154。(中譯：王賢鐘，〈韓末漢城

府地區土地家屋交易的推移與居住地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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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土地家屋證明規則〉後，首爾的土地交易更加活躍，外國人所有的土地亦日益增加，

尤其是日本人向朝鮮人購家屋或土地的交易最多，日本人成為在首爾擁有最多土地的外國人。

然而，當時買賣、典當、新建等種種原因，土地所有者頻繁交替，但因為對家屋及土地的管理

不善，所有者之間的紛爭亦不斷。因此，1907年 7月開始進行首爾的土地測量事業，其中重點

放在外國人基址的測量。117
1908年 7月 25日，統監府又公布法務部令 14號〈土地家屋所有權

證明規則〉，以及統監府令第 24號〈土地建築物所有權證明規則〉，規定包括日本人在內外國人

不具有任何限制，可以自由所有不動產。118
 

朝鮮成為日本保護國後，日本掌握朝鮮的外交權及處理外國事務的權利，並在各地設立理事廳指

導朝鮮地方政府的外國人及土地相關的行政業務。在此時期，日本改變大韓帝國時期禁止外國人土地

所有政策，採取承認外國人土地所有權，甚至廢除租界與其 10里以內的範圍限制，在朝鮮所有地區

外國人可以自由購買土地。首爾開市後，外國商人可以在首爾設棧、居住、購買家屋及土地，但並未

如仁川、釜山等開港地，簽訂租界章程、設定租界。首爾在沒有簽訂任何居留地相關的條約下，外國

人進來設棧、購買家屋或土地，自然形成外國人居留地。因此，首爾的外國人居留地的地位非常曖昧，

由於沒有條約，韓國政府認為可以禁止外國人所有土地，外國公使館則認為首爾性質等同於開港場，

應根據租界章程之「租界與其 10里以內購買家屋及土地」為理由，反撥大韓帝國的說法，提出

抗議。大韓帝國與中國簽訂〈韓清通商條約〉時，也僅有租界地相關的規定，而並未有首爾居

留地相關規定。119
 

1906年 10月，統監府頒布〈土地家屋證明規則〉，承認外國人在首爾的土地買賣與所有權，

1908 年 7月公布「土地建築物所有權證明規則」更進一步在朝鮮所有地區外國人可以購買土地，

並承認其所有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採取此種外國人土地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當時日本人在朝鮮乃

是外國人之故。雖然日本將朝鮮保護國化，但日本只是扮演顧問的角色，朝鮮與日本在國際法上是主

權獨立的兩個國家。因此，日本為了保護在朝鮮的日本利益，承認外國人的土地所有權。 

另外，朝鮮成為日本保護國後，中國向日本要求重新簽訂在朝鮮的租界章程。甲午戰爭爆發後，

朝鮮政府在日本的壓力下廢除所有與中國的條約，廢除所有條約意味著不僅是〈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

程〉，租界相關的條約也包括在內。簽訂〈韓清通商條約〉後，駐漢城清國總領事馬廷亮多次向統

監府外事局要求重新簽訂租界章程，外事局的回應，此問題不是總領事館與統監府之間可以決

定的性質，應由兩國的中央政府決定。馬廷亮則向中央稟報，中國政府指示駐日清國大使胡惟

德向日本外務大臣交涉結果，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1909年 3月 15日至 4月 2日間，統監府與

駐韓清國總領事館交涉結果，達到全文合議。1910年 3月 11日，雙方簽訂了〈租界章程〉，日

本方面的正式名稱為〈仁川、釜山、元山清國居留地章程〉。在此指的「居留地」並不是像首爾

的居留地，而是指租界。120此〈租界章程〉中指出，根據租界地區的現況，中國人民正當取得

的土地視為永久租與。121在此「永久租與」與首爾居留地的土地所有權有所不同，「永久租與」

是只承認借地、土地權利並未確定，屬於「類似所有權的曖昧的權利」；首爾居留地的土地所有

權是屬於法律上可以取得保障的地主所有權。 

                                                 
117

 王賢鐘，〈한말 한성부 지역 토지 가옥 거래의 추이와 거주지별 편차〉，頁 154-155、162-164。(中譯：王賢

鐘，〈韓末漢城府地區土地家屋交易的推移與居住地別差異〉) 
118

 朴慶龍，《開化期 漢城府 研究》，頁 90。 
119

 〈韓清通商條約〉第四款規定，兩國商民可以在通商口岸所訂的租界內，賃房居住或起蓋棧房，其自便所有土

產以及製造之物與不違禁之貨，均允許售賣；兩國商民在通商界限外，不得租地賃房開棧；在兩國通商口岸所定

租界外，准外國人永租或暫租地段賃購房屋，兩國商民亦應享獲一切利益，但是租住此項地段之人於居住納稅各

事，應行一律遵守當地國自訂地方稅課章程。 
120

 當時日本所簽訂的條約中，都以「居留地」指涉「租界地」。 
121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40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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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鮮殖民地化與租界及居留地制度的消失 

 

1910年，朝鮮正式變成日本殖民地，意味著國際法上朝鮮成為日本領土之一，首爾的名稱也從

漢城改為京城。1910年 8月 29日，日本公布〈日韓併合條約〉，並實施其內容；同日，日本亦公布

〈有關韓國併合的宣言〉，向與韓國締結條約或在韓國享有最惠國待遇的德國、美國、奧地利、義大

利、中國、法國、英國、俄國等國家宣布以下內容： 

 

韓國與列國所訂條約當然歸為無效，日本國與列國的現行條約，在可適用的範圍內適用於朝鮮。

在留於朝鮮的諸外國人，根據日本法權，事情被允許的範圍內，享有與日本內地相同的權利及特

典，並且合法的既有權利被受保護。日本帝國政府實施併合條約時，在朝鮮的外國領事裁判所辦

理的案件，達到最後決定前，承諾持續辦理審判。122
 

 

按此宣言，朝鮮與各國簽訂的條約一概無效，亦包括租界章程在內。然而，日本不能立即廢除租

界制度及其機能，主要原因為每租界各有獨自的行政體系與財產，並且這些都與租界內的外國人民的

權益連接在一起。日本專管租界（居留地）123在理事廳的指導下，由日本人自治團體「居留民團」

負責經營。中國專管租界也是由各地區中國領事的指導下，由「紳董公司」（中國人會）負責經營。

各國的公共租界亦由自治行政組織「紳董公司」經營。雖然仁川以外的各租界內，日本人民人數最多，

所有的土地也最多。但是，中國人、歐美人亦持有租界內的土地，不能立刻停止租界的機能。若輕易

處理租界問題，將會引起各國及其各國人民的強烈反彈。124
 

因此，公布〈有關韓國併合的宣言〉的同日（1910年 8月 29日），日本在朝鮮當局亦公布制令 2

號〈有關居留地行政事務之件〉，規定「仁川濟物浦、鎮南浦、木浦、群山、馬山及城津的各國居留

地，以及仁川、釜山與元山的清國居留地之行政，除警察相關的事項外，暫時照以往的案例辦理」。125

按此規定，仁川、釜山、元山之中國租界所有行政權，警察權外暫照舊施行，但中國認為此計畫應一

時要需，而租界行政權將來附入地方行政，因為當時總督府正在以廢止日本居留民團為目的，整頓地

方行政。126
 

朝鮮總督府正式提及廢除仁川、鎮南浦、木浦、群山、馬山及城津等 6個租界在是 1912年 3月

以後。3月 15日朝鮮總督府聚集在首爾的各國領事代表，針對在朝鮮外國租界內行政權事務移交於

官方之方法及解決永遠租借權問題，交換意見。然而，朝鮮總督府並未通知駐朝鮮中國總領事參加，

3月 29日，中國總領事接到德國總領事的信函才得知此事，127駐日中國總領也沒接到日本外務省的

任何與朝鮮租界相關的通知。因此，1912年 12月 7日，中國總領事馬廷亮拜訪總督府事務官寺田詢

問日方為何不邀請中國一同商議廢除租界一事。寺田回答，先由各國租界入手再辦理中國專屬租界，

                                                 
122

 〈韓國併合ニ關スル宣言〉，《朝鮮總督府官報》，第 5號，1910.9.2，頁 11。 
123

 日本將租界稱呼為「居留地」。 
124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415-416。 
125

 制令 2號，〈居留地ノ行政事務ニ關スル件〉，《朝鮮總督府官報》，第 1號，1910.8.29，頁 13。1910年 10月 1日，

總督府在朝鮮正式成立，在此以前仍以統監府負責朝鮮業務。朝鮮總督府按照勅令 324號，持有在朝鮮頒布法律的

權力，但因 8月 29日總督府尚未成立，則由統監府頒布了制令 2號。參考，勅令 324號，《朝鮮總督府官報》，第 1

號，1910.8.29，頁 5。 
126

 〈抄呈朝鮮總督府擬辦移交租界暨解決租借權底稿請裁示〉，《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一冊)》1912-03～1913-05，檔

號：03-33-039-01，近史所檔案館收藏，頁 18。 
127

 〈抄呈朝鮮總督府擬辦移交租界暨解決租借權底稿請裁示〉，《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一冊)》1912-03～1913-05，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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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各國尚未承認「中華民國」，暫從有邦交的國家開始處理，中國狀況與各國不同。128
12月 26日，

馬廷亮再次詢問總督府外事局書記池邊其理由時，池邊亦回答，「民國未經承認，不能正式通知，故

先從各國租界下手兼之各國定租界時，未曾訂明撤廢租界善後之條，而貴國租界善後已有照會聲明，

諒不難辦」。129
 

由此可知，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政府地位尚未穩定，日本等各國尚未承認中華民國，影

響到在朝鮮租界相關事務的推動。1913年 3月，中國總領事富士英多次詢問總督府外事局長小松，

要求加入廢除租界會議，但仍遭到日方的拒絕，因此富士英申明，「此次不容我與議，則將來公共租

界內之中國租界一部分，我即可不承認有回收行政權之事」，要求依朝鮮總督之制令，仍照從前之例

行使既得權。130但，小松仍以「中國專管居留地之整理，他日適當之時機準帝國專管居留地辦理，

又貴國居留地中貴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今次協議之結果，自然與別國人受同樣之處理」，因此，富士

英聲明「此次會議無論如何結果，可謂與中國毫無關係之意辦理」。131
 

1913年 4月 14日，排除中國的情況下，召開會議，達到總督府與各國之間協議，4月 21日製作

了協議書，此議定書命名為〈關於朝鮮各國居留地制度廢止之件，朝鮮總督外事局長及該締約國領事

官協議會議之議定書〉（以下簡稱，〈各國領事會議議定書〉）。此議定書中重要內容如下： 

 

一、朝鮮各國居留地即仁川、鎮南浦、木浦、群山、馬山及城津之各國居留地，各編入於具所屬

之新定朝鮮地方區域。 

四、前記各國居留地方地域內有永代借地權者，可依自己之選擇，將該永代借地權變更為其所有

權，得與在朝鮮之日本國臣民之所有權有立於同一地位。132
 

 

剛好在此時，中華民國的局勢也出現變化，孫文辭退臨時大總統，1913年 4月起，袁世凱為中

心的北京政府體制趨於穩定，1913年 5月開始，總督府積極與駐朝鮮中國總領事館交涉，試圖解決

廢止在朝鮮中國租界一事。1913年 5月 3日，外事局長小松與駐朝鮮中國總領事富士英在外事局面

談，針對中國租界的廢除與中國人擁有的永代借地權的處分問題交換意見，將其面談內容紀錄為備忘

錄，日文叫做「覺書」。然而，富士英收到日方寄來的「覺書」深感不滿，因為該「覺書」中「外事

局竟直將我永代權改為所有權，不容選擇，未免武斷」。133如上所述，〈各國領事會議議定書〉中規

定，租界內具有永代借地權者，可以選擇繼續維持永代借地權或更改為所有權。但在此「覺書」中並

未給中國租界給予選擇權，一律將永代借地權更改為所有權。 

中國與日本交涉廢止朝鮮租界問題的原則，早在 1912年接到德國信函時已確立，即「不能與各

國有異」。134接到日方寄來的「覺書」後，外事局與朝鮮中國總領事館的交涉重點成為永代借地權問

題，日方希望按照日本租界的方式處理，將永代借地權直接更改為所有權，而中方則希望與各國的議

定書一致。在中國的堅持下，1913年 11月，寺內總督最終接受中國的要求，永代借地權給予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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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廢撤朝鮮各國租界事面詢寺內總督各情形〉，《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一冊)》1912-03～1913-05，頁 50-51。 
129

 〈廢撤租界事與小松外事局長會晤情形由〉，《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一冊)》1912-03～1913-05，頁 71。 
130

 〈日本欲收回各國租界行政權一案要求參加中國領事會議〉，《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一冊)》1912-03～1913-05，頁

80、87。 
131

 〈外事局長拒絕參加會議〉，《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一冊)》1912-03～1913-05，頁 97。 
132

 〈廢止租界議定書僑民多損失條舉修改各端〉，《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一冊)》1912-03～1913-05，頁 110-111。 
133

 〈報告朝鮮公界情形由〉，《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二冊)》1913-05～1913-11，檔號：03-33-039-02，近史所檔案館

收藏，頁 4-8。 
134

 〈抄呈朝鮮總督府擬辦移交租界暨解決租借權底稿請裁示〉，《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一冊)》1912-03～1913-05，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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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135
1913年 11月 22日，在首爾簽訂了〈關於在朝鮮中華民國居留地廢止之協定〉，其內容

如下： 

 

第一條  在仁川釜山及元山之中華民國居留地，各應編入其所屬之新定朝鮮地方區域。 

第二條  前記中華民國居留地之行政事務，應盡由各該地方官廳擔任之。 

第三條  前記中華民國居留地之地域內有永代借地權者，可依自己之選擇，得變更該永

代借地權為所有權。但不為變更時其永代借地權者，對於用代借地應準用各國

居留地內，同種永代借地之借地料壹百方邁當之壹等地及貳等地納付年額金六

元，参等地納付年額金貳元，並對於該借地及在其上之家屋所關於賦課金租稅

及公課事項，亦與各國居留地內之永代借地全然為同一之處理。 

第四條  永代借地權變更為所有權時，對於其土地及在其上之家屋所關於賦課金租稅及

公課，與日本臣民及最惠國民為同一之處理。為前記之變更，則不要納何等之

租稅手數料及取立金等費。 

第五條  各該登記官署應為前記永代借地權及關於附隨的權利之登記，此登記從法令之

規定，得對抗於第三者，關於前記附隨的權利。在中華民國領事館所現存登記

之正本，又適法之謄本應移交於各該登記官署，其所移交之登記，依照日本法

規認其效力。 

第六條  屬於中華民國居留地之中華民國人民專用墓地，由在留中華民國人民從日本法

規之規定管理之。但對於右之墓地不徵何等之租稅及公課。 

本協定經兩國政府承認後實行。 

本協定作成漢文與日本文各式通從各本國政府受相當之委任者為之記名調印。136
 

 

當時總領事富士英認為，永代借地權具有「國際的性質」，而所有權並沒有國際性質，可以自由

轉移變更，毫不含永久性質。富士英擔心的是，若華商因一時便利，取得所有權而有自由移轉變更，

有可能縮小租界之範圍而漸次將銷歸於無有。137然而，如上所述，永代借地權的土地所有權之權限

非常曖昧，不符合近代化的土地所有權概念，再加上，租界被廢止的情況下，富士英擔心的「縮小租

界之範圍而漸次將銷歸於無有」，更不具有任何意義。 

總督府簽訂〈各國領事會議議定書〉與〈關於在朝鮮中華民國居留地廢止之協定〉後，將各

國租界編入府、郡之地方行政。1914年 3月 31日，正式廢止中國租界及其他各國租界，在朝鮮

的外國租界及居留地制度宣告終止。138朝鮮總督府於中國交涉的主要內容是，仁川、釜山等地的租

界，在雙方的交涉中並未提及首爾中國人居留地問題。在首爾的中國人居留地沒有條約外，已經形成

「雜居地」，因此，對總督府而言，已經不是如同租界般特殊的區域，只要解決首爾的土地所有權及

行政權問題即可，而此問題已經在 1908年獲得了解決。然而，〈關於在朝鮮中華民國居留地廢止之

協定〉對首爾居留地具有的重要意義是，由於廢除所有外國租界，在朝鮮外國人特殊優惠已完

全消失，居留地制度也隨之完全結束。 

                                                 
135

 寺內總督認為，中國的要求並沒有很大利害關係之差異。官秘第二二號，〈在朝鮮中国居留地整理ニ関シ在京城中

国総領事ト協定ノ件〉（1913 年 11月 10），《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一冊，文件號碼二二八，頁 334-335。 

 
136

 〈專租界事〉，《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三冊)》1913-11～1914-05，檔號：03-33-039-03，近史所檔案館收藏，頁 20-

27。 
137

 〈外事局長拒絕參加會議〉，《朝鮮中國租界案(第一冊)》1912-03～1913-05，頁 90-91。 
138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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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人在首爾的狀況與活動 

 

1.〈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與在朝中國人的地位 

 

〈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規定，在朝中國人享有「治外法權」。各國在朝鮮的「治外法權」

起源於雙方條約中所獲得的「領事裁判權」。139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的「領事裁判權」

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在朝鮮若發生中國人相關案件，中國人不管是被告或原告，中國可單獨或共同行使

「領事裁判權」。140在〈朝日修好條規〉或〈朝美修好通商條約〉、〈朝英修好通商條約〉皆規定，

被告一方的國家擁有裁判管轄權，採取被告優先的原則。〈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亦規定，若

中朝人民發生衝突，被告一方為中國人，不論案件之種類，中國商務委員具有逮捕、審斷之權

利。141若中國人為原告、朝鮮人為被告的情況時，朝鮮官員逮捕犯人後必須移交予中國商務委

員，共同進行調查與裁判。中國的「領事裁判權」不僅包括中國人為被告案件，甚至包含「中

國人為原告的案件」。換言之，在朝鮮發生的任何與中國人有關案件，中國可以單獨或共同行使

「領事裁判權」。142
 

第二，中國在朝鮮獲得的「領事裁判權」是單方面的權利。〈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中明

確規定，在中國的朝鮮人必須以中國法律審斷，朝鮮不擁有「領事裁判權」，只具有通報與上訴

權。143〈朝日修好條規〉或〈朝美修好通商條約〉、〈朝英修好通商條約〉條文中，僅規定本國

人民在朝鮮的訴訟管轄權利，皆未提及朝鮮人民在本國犯法時，應如何處理。由於在歐美國家

的朝鮮人極少，歐美國家設定「領事裁判權」主要目的為保護「在朝鮮」的本國人民，「領事裁

判權」自然象徵單方面的權利，但並未明文規定。日本則是依據歐美國家的條約形式與朝鮮簽

訂條約，因此亦未明文規定「領事裁判權」為單方面權利。 

因此，在中朝人民衝突事件中，中國人為被告時，中國商務委員擁有「領事裁判權」，由「中

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對涉案的中國人進行裁判，保護在朝中國人權益。另方面，若中國人為

                                                 
139

 朝鮮首次的「領事裁判權」條款，在第一個「近代化條約」的「朝日修好條規」（1876）中初步出現。在 1882

年與美國簽訂的「修好通商條約」中進一步發展，在 1883 年與英國簽訂的「修好通商條約」中達到完整的型態。

其後，德國（1883）、義大利（1884）、俄國（1884）、法國（1886）、奧地利與匈牙利（1892）、比利時（1901）、

丹麥（1902）等國家相繼簽訂「修好通商條約」，其內容繼承英國的條約，「領事裁判權」之權利幾乎與英國條約

相同。李暎錄，〈개항기 한국에 있어 영사재판권－수호조약상의 근거와 내용〉，《法史學研究》，32（首爾，2005），

頁 207。 
140

 〈韓‧清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第二條，「中國商民在朝鮮口岸，如自行控告，應歸中國商務委員審斷。此外財産

犯罪等案，如朝鮮人民原告中國人民為被告，應由中國商務委員追拿審斷。如中國人民為原告朝鮮人民為被告、

則應由官員將被告罪犯交出，會同中國商務委員按律審斷。至朝鮮商民在中國已開口岸、所有一切財産犯罪等案、

無論被告為何國人民、悉由中國地方官按律審斷、並知照朝鮮委員備案件。如所斷案件，朝鮮人民未服，許由該

國商務委員稟請大憲復訊以昭平允」。參考，國會圖書館，〈韓‧清商民水陸貿易章程〉，《舊韓國末條約彙纂（下）》，

頁 399；李暎錄，〈개항기 한국에 있어 영사재판권－수호조약상의 근거와 내용〉《法史學研究》，32（2005），

頁 226。(中譯：李暎錄，〈開港期韓國的領事裁判權－守護條約上的根據與內容〉《法史學研究》，32（2005），頁

226。) 
141

 「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之外僅有「朝美俢好通商條約」規定擁有逮捕權。 
142

 李暎錄，〈개항기 한국에 있어 영사재판권－수호조약상의 근거와 내용〉，頁 226-227。(中譯：李暎錄，〈開

港期韓國的領事裁判權－守護條約上的根據與內容〉) 
143

 李暎錄，〈개항기 한국에 있어 영사재판권－수호조약상의 근거와 내용〉，頁 225。(中譯：李暎錄，〈開港期

韓國的領事裁判權－守護條約上的根據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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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時，中國也常干涉朝鮮的司法裁判，在朝鮮進行裁判時，能以有利於中國人的方式處理雙

方衝突。 

中國透過特殊的「領事裁判權」，在朝鮮更強而有力地保護中國人，持有不同於其他國家的

地位，並且視此種特權為「宗主國」在「宗屬國」應享有的權利。然而，在朝中國人也受此影

響，自視為「宗主國國民」，在朝鮮的各種行為都反映出「宗主國國民」的心態。 

「李範晉事件」是當時中朝人民衝突的代表性案件。1884年 5月，中朝雙方因「中華會館」

土地問題引起紛爭，發生「漢城中華會館」董事熊廷漢等人毆打、侮辱朝鮮官吏李範晉。144李

範晉為三品的現任官吏，卻被中國商民毆打。由此可知，當時雙方人民衝突頻繁，而在朝鮮各

地不斷發生朝鮮人民被中國人毆打的事件。145這些衝突事件反映出中國人的「宗主國國民」意

識，認為中國人的地位高於朝鮮人。 

另外，兩國商民進行貿易或交易過程中，若朝鮮人民產生債務，中國商人通常強制抵押家

屋或土地，同時採取不法徵收，因而引起朝鮮人民的不滿。此種暴力、債務所引起的抵押不動

產、強制徵收，以及爭訟、詐欺、毆打等事件，更激化朝鮮人民的情緒，朝鮮人往往透過盜竊

商品、放火等方式報復中國人。146
 

 

2. 甲午戰爭前中國人的狀況 

 

如表 3所示，1883年首爾（漢城）的中國人增加到 99人；1884年則大幅度增加到 325人；

1893 年達到 1254 人。另外，一般歐美人大都是宣教士，這些歐美宣教士在 1884 年首次以居住

為目的進入首爾；一般日本人居住首爾始於 1885年。147在甲午戰爭前（1894）居住於首爾的中

國人與日本人大都從事商業活動，但中國人數超過日本人，可說首爾人數最多的外國人團體。 

 

表 3  在首爾的外國人人口（1883 至 1895） 

年度 中國人 日本人 歐美人 

1883年 99 - - 

1884年 352 - - 

1885年 110 89 - 

1886年 119 163 - 

1887年 - 245 - 

1888年 - 348 - 

1889年 - 527 43 

1890年 - 522 - 

1891年 751 698 117 

1892年 957 715 163 

1893年 1,254 779 - 

1894年 - 848 - 

                                                 
144

 李範晉為前任兵曹判書李景夏的兒子，當時他本身也從事三品官職。1884 年 4 月，李範晉的弟弟李範祖、李範

大將土地與建築物賣給「漢城中華會館」。但是李範晉擁有兩者之間土地，不經過李範晉之土地，無法往來已收

買的「漢城中華會館」之土地，而李範晉封鎖了通路。因此，感到憤怒的熊廷漢帶領數十名的中國商民，毆打、

侮辱了李範晉，並綁架至「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強迫簽字開出通路的自認書。此事件卻引起了朝鮮與中國

兩國的關注。此事件爆發後朝鮮政府馬上對陳樹棠提起抗議。陳樹棠對朝鮮外署督辦金炳國發送親書道歉，並將

熊廷漢免職，此事件才告一段落。參考，譚永盛，《朝鮮末期의 清國商人에 關한 研究─1882 年부터 1885年까

지》(首爾：檀國大學碩士論文，1976)，頁 70-71。 
145

 韓氵右劤，《韓國開港期의 商業研究》(首爾：一潮閣，1970)，頁 113。(中譯：韓氵右劤，《韓國開港期的商業研究》

(首爾：一潮閣，1970)，頁 113。) 
146

 韓氵右劤，《韓國開港期의 商業研究》，頁 114。(中譯：韓氵右劤，《韓國開港期的商業研究》) 
147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213、24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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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 - 1,839 - 

資料來源：中國人1883年、1885年、1891年至1893年：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
史料》，3卷（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72），頁1338-1339；4卷，頁2045-2051；
5卷，頁2978、3138；6卷，頁3276。中國人1884年、1886年：楊昭全、孫玉梅，《朝鮮華僑史》（北
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頁130。日本人1883年至1895年：京城府，《京城府史》，第2卷（京
城：京城府，1936），頁977-979。轉引自李惠恩，〈日帝侵略時期 서울의 民族別 居住地分布〉，
《鄉土서울》，52 （首爾，1992.12），頁115。歐美人1889年：韓㳓劤，《韓国開港期의 商業研
究》，（首爾：一潮閣，1974），頁57-58。歐美人1891年、1892年：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
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72），5卷，頁2977、3

136。 

註 1：1883 年中國人 99 人中，麻浦商人包括 23 人。其餘 76 人中，工作於美國公使館、機器局等傭人有 17

人，其他都是商人。 

註 2：中國人的統計除 1883 年之外，都是商人人口。 

註 3：歐美人的 1889年數據在資料的原文中為 1888年至 1889年的統計。 

 

如表 4 所示，當時在首爾的中國人中，50%以上來自山東，因此北方會館的會員最多。廣

東出身的中國人最少，出身南方的中國人則以浙江為主。 

 

表 4  首爾中國人出身地             單位：人 

出 身 地 1883年 1883年（麻浦） 1885年 1886年（龍山） 

南 

方 

出 

身 

廣東  2 （4.5%） 2（8.7%） 5（4.5%） 9（7.5%） 

浙江 22（28.9%） 3（13.0%） 29（26.4%） 14（11.7%） 

江蘇 1（1.3%） - 9（8.2%） 10（ 8.3%） 

江西 7（9.2%） - 2（1.8%）  2（ 1.7%） 

湖南 - - 3（2.7%） - 

湖北 - - 2（1.8%） 10（8.3%） 

小計 32（42.1%） 5（21.7%） 50（45.5%） 45（37.5%） 

北 

方 

出 

身 

山東 43（56.6%） 18（78.3%） 55（50.0%） 65（54.2%） 

河南 - - - 4（3.3%） 

直隷（河北） 1（1.3%） - 4（3.6%） 3（2.5%） 

安徴 - - - 3（2.5%） 

北京順天府 - - 1（0.9%） - 

小計 44（57.9%） 18（78.3%） 60（54.5%） 75（62.5%） 

合   計 76（100%） 23（100%） 110（100.0%） 120（100%）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3卷（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1972），頁 1338-1339；李玉蓮，《近代韓國華僑社會의 形成과 展開》（仁川：仁荷大學史學科博士論
文，2005），頁 70、77。 

 

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國商民聚居與遷移時，內部也出現群體分化的現象。山東為主的北方

商人（山東、河北、河南、山西）在「水標橋」附近設立了「北方會館」；浙江為主的南方商人

（浙江、江蘇、安徽）則在西小門入口處設立了「南方會館」；廣東商人卻在小公洞（現在的「首

爾廣場飯店」後面）設立「廣東會館」，以這些會館為中心，各自形成主要的活動範圍（參考圖

4）148。 

首爾開市初期，居住於城內的中國人大致可分為商人與傭人，其中大多數為商人：76人中

59 人為商人占 77.6%。這種商人為多數的人口結構，則是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時的一個特色。(參

考表 5) 

 

                                                 
148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207-208。「北方會館」、「南

方會館」、「廣東會館」成立時間並不明確，但歷史記載 1889年「中華商會」在三幫會館協助下成立，因此三幫

會館的成立時間可以推測早於 1889 年。參考박은경，《한국화교의 種族性 》（首爾：韓國研究院，1986），頁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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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883年漢城城內中國人職業 
業種 幫別 商號 / 工作地 人數 

商 

 

 

 

 

 

人 

浙  

 

江 

 

幫 

通裕祥 

18 

天豐 

公記 

肇康 

公平 

協昌茂 

山 

 

東 

 

幫 

中華興 

41 

和興順 

匯記 

和祥 

恒泰興 

公和順 

仁豐棧 

復祥盛 

永源順 

福有號 

德興成 

公盛和 

福興 

傭 

 

工 

機器局 1 

穆麟德公館 4 

美國公署 2 

趙判書宅 2 

湯肇賢寓 8 

合       計 76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72），
3 卷，頁 1338-1339。 

 

1876 年日本打開朝鮮的門戶後，獨占朝鮮進出口貿易。但是，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

程〉清朝與朝鮮的海路貿易開通後，在進口貿易上逐漸與日本並駕齊驅：1885 年朝鮮對清朝與

日本的進口額之比重為 19：81，但是 1892 年則成長為 45：55（參考表 6）。 

在進口貿易上，中國商人能夠快速成長的主要原因為，中國商人獨占英國棉製品進口。朝

鮮開港後，從日本進口的主要商品則是英國棉製品，占總進口額的 60%。但是日本的進口過程

比較複雜：上海中國商人從英國進口英國棉製品；其次長崎日本批發商再從長崎中國商人購買

英國棉製品，再轉賣給一般日本貿易商；最後由一般貿易商出口到朝鮮。換句話說，日本的英

國棉製品進口過程為：上海中國商人→長崎中國商人→長崎日本批發商→一般日本貿易商→出

口朝鮮。149
 

表 6  朝鮮對清朝、日本進出口貿易額 
單位：墨西哥元 

年度 從清進口 從日進口 合  計 清的比重 日本的比重 

1885 313,342 1,377,392 1,690,734 18.53% 81.47% 

1886 455,015 2,064,353 2,519,368 18.06% 81.94% 

1887 742,661 2,080,787 2,823,448 26.30% 73.70% 

1888 860,328 2,196,115 3,056,443 28.15% 71.85% 

1889 1,101,585 2,299,118 3,400,703 32.39% 67.61% 

1890 1,660,075 3,086,897 4,746,972 34.97% 65.03% 

                                                 
149

 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48-49。更詳細的日本商人之上海

─長崎─朝鮮的貿易網路，參考古田和子，〈第三章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長崎―朝鮮貿易〉，《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

近代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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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2,148,294 3,226,468 5,374,762 39.97% 60.03% 

1892 2,055,555 2,555,675 4,611,230 44.58% 55.42% 

年度 對清出口 對日出口 合 計 清的比重 日本的比重 

1885 9,479 377,775 387,254 2.51% 97.55% 

1886 15,977 488,041 504,018 3.17% 96.83% 

1887 18,873 783,752 802,625 2.35% 97.65% 

1888 71,946 758,238 830,184 8.67% 91.33% 

1889 109,798 1,122,276 1,232,074 8.91% 91.09% 

1890 70,922 3,475,098 3,546,020 2.00% 98.00% 

1891 136,464 3,219,887 3,356,351 4.07% 95.93% 

1892 149,861 2,271,928 2,421,789 6.19% 93.81% 

     資料來源：彭澤周，《明治初期日韓関係の研究》（東京：塙書房，1969），頁 305。 

 

1882 年清朝與朝鮮的海路貿易開通後，中國商人縮短英國棉製品進口過程，形成「上海—

芝罘（烟台）—仁川」進口路線，直接從上海購買英國棉製品，再從芝罘直接出口到朝鮮的仁

川，減少進口程序與成本，逐漸獨占英國棉製品進口市場。150但是，出口市場仍掌握在日本商

人手中。 

在首爾的中國商人可分為「定居商人」與「非定居」商人。「定居」於首爾的若干中國巨商

在中國設有本店，而在首爾開設分店或辦事處。雖然開設商店的年度並不清楚，表 7為 1884 年

至 1892 年在首爾營業的中國商店。其中「公合順」、「永來盛」、「北公順」都是在芝罘（烟台）

設有本店。這些規模較大的商號不僅在朝鮮，日本等地亦設有分店或派遣辦事員。151另外，亦

有中國商人在朝鮮設本店，並在中國、日本等地設分店。「同順泰」152為朝鮮資金最雄厚的中國

巨商，最為出名。石川亮太指出「同順泰」的本店設於首爾，以店主譚傑生的地緣與血緣為中

心，在上海、香港、廣州、芝罘，以及在日本各開港地具有固定的交易商號。以這些固定的交

                                                 
150

 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49；古田和子，《上海ネットワ

ークと近代東アジア》，頁 94-97。 
151

 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49。 
152

 「同順泰」為 1880年代至 1920 年代以首爾為據點活動的中國商號名。「同順泰」為具有代表性的在朝鮮的中國

商號，當時在朝鮮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資金雄厚到可在 1892 年借款給朝鮮政府，以此為回報取得了首爾至仁

川的汽船航行權，而且「同順泰」的信用度很高，所發行的錢票流通於朝鮮人之間當作貨幣使用。譚傑生為「同

順泰」的創設人，1853年出生於廣東省的高要縣。甲午戰爭爆發為止，擔任廣東幫的領導人，成長為巨商。甲午

戰爭後至日治時期繼續在朝鮮活動。1920年則擔任中華總商會、廣東會館的會長。1920年以譚傑生的死亡為契

機，關閉「同順泰」，但直到 1960 年代其遺族仍擁有譚傑生在首爾遺留的大片土地。參考石川亮太，〈ソウル大

学校蔵『同泰来信』の性格と成立過程―近代朝鮮華僑研究の端緒として〉，《東洋史論集》32（九州，2004.4），

頁 128-129。近年來出現許多有關「同順泰」研究，主要是石川亮太與姜抮亞運用首爾大學「閨章閣」與首爾大

學中央圖書館古文書資料室所藏的「同順泰」資料的研究成果：石川亮太，〈開港後朝鮮における華商の貿易活

動―1894 年の清国米中継貿易を通じて〉，森時彦《中国近代化の動態構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報告）

（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石川亮太，〈朝鮮開港後における華僑の対上海貿易―同順泰資料を

通して〉，《東洋史研究》63：4（京都，2004）；강진아，〈근대 동아시아 초국적 자본의 성장과 한계－재한화

교기업 同順泰（1874?~1937）〉，《慶北史學》，27，（2004）(中譯：姜抮亞，〈近代中亞超越國家的資本之成長與

限制－在韓華僑企業同順泰（1874?~1937）〉，《慶北史學》，27，（2004）)；강진아，〈사료소개：동아시아경제사

의 미답지（서울대학교 중앙도서관 고문헌자료실 소장 朝鮮華商 同順泰號關係文書）〉，《東洋史學硏》，100，

（2007.9）(中譯：姜抮亞，〈史料介紹：東亞經濟史的未解之答案（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古文獻資料室所藏朝鮮

華商同順泰號關係文書）〉，《東洋史學硏》，100，（2007.9）)；강진아，〈廣東네트워크(Canton-networks)와 朝鮮

華商 同順泰〉，《史學硏究》，88，（2007.12）(中譯：姜抮亞，〈廣東網路(Canton-networks)與朝鮮華商同順泰〉，《史

學硏究》，88，（2007.12）)；강진아，〈韓末 彩票業과 華商 同順泰號 :20세기 초 동아시아 무역 네트워크와 

한국〉，《中國近現代史硏究》，40，（2008.12）(中譯：姜抮亞，〈韓末彩票業與華商同順泰號：20初期東亞貿易網

路與韓國〉，《中國近現代史硏究》，40，（2008.12）)；강진아，〈근대전환기 한국화상의 대중국 무역의 운영방

식 :『同順泰寶號記』의 분석을 중심으로〉，《東洋史學硏究》，105，（2008.12）(中譯：姜抮亞，〈近代轉換期韓

國華商與大中國貿易經營方式：「同順泰寶號記」的分析為中心〉，《東洋史學硏究》，105，（2008.12）)。透過以

上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實際、更具體的掌握朝鮮開國初期的朝鮮華商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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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商號連結而形成「交易網路」，金融與情報層面成為支撐「同順泰」上海貿易的基礎。153
 

 

表 7  漢城的中國商號 

年度 商   號    名 商號數 

1884年 
華興號、公合順、利順號、三合順、源康號、悅來條、雙性號、天豐各號（24

家）、公順興、生盛號、和興順、中華號、興谷號、成福號、新泰號、利泰號 
17 

1885年 

華公利、源永號、來盛號、公盛號、和同號、興福號、福義號、興利號、成
信號、同裕號、三泰源、和順號、恒順益、公盛和、永來盛、恒豐號、同豐
順、聚昌號、裕增祥、廣信號、義興永號 

21 

1886年 廣大號 1 

1887年 和豐東號、聚興號、和豐號、德盛號、三和號、東來福號 6 

1888年 永豐號、北公順、興昌窑廠、奎榮窑廠、永成和、日增棧、增順號、順昌號 8 

1889年 同順泰、雙盛泰、源盛興、眾商號 4 

1890年 麗興號 1 

1892年 恒富春、和順號、東興隆號、公源興 4 

1894年 怡泰號、福源盛 2 

資料來源：韓㳓劤，《韓國開港期의 商業研究》（首爾：一潮閣，1974），頁89。 

註 1：這些商號為《統理機務衙門日記》中每年新出現的商號統計而成，年度並不代表開設年度。 

註 2：      為在芝罘（烟台）開設本店的商號。參考古田和子，《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頁 101-102。 

 

開國初期，在朝鮮形成以朝鮮、中國、日本為中心的「東亞貿易網路」。在朝鮮的中國商號，

與中國上海、芝罘、日本長崎、神戶等地的本店、分店或交易商號相互連接採購商品，減少了

貿易程序與成本。同時朝鮮商人透過中國、日本的本店、分店或交易商號，獲得穩定的流通管

道，可以穩定提供市場所需的商品。另外，朝鮮商人亦透過這些本店、分店或交易商號，迅速

收集正確的商品情報，反映在貿易上。因此，在朝鮮得以中國商人可迅速成長、獨占首爾的進

口商品市場。154
 

中國的進口商品透過中國行商販賣到朝鮮各地。因此在朝鮮內部形成行商為中心的「朝鮮

內陸販賣網路」。按照〈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條規，只有中國商人獲取清朝商務委員與朝鮮

地方官所頒發「執照」後，方可在朝鮮內陸各地購買商品。155次年 1883年朝鮮政府簽訂〈朝英

修好通商條約〉，允許所有外國人皆可以在朝鮮內陸各地自由通商，全面開放內陸的販賣與採

購。 

首爾的「定居中國商人」主要是扮演連接「東亞貿易網路」與「朝鮮內陸販賣網路」的角

色。從仁川進口的中國商品匯集到首爾，再從首爾透過行商販賣到的朝鮮內陸。156因此，首爾

與仁川的中國商人大部分為資金較豐富的巨商，而行商大多是資金薄弱、「非定居」首爾的小商

人。157廣東幫大部分從事貿易商158，因此集中於仁川等開港區；山東幫的商人主要經銷廣東商

                                                 
153

 石川亮太，〈朝鮮開港後における華僑の対上海貿易―同順泰資料を通して〉，頁 55。 
154

 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49-50。 
155

 「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第四款「……如兩國商民欲入内地採辧土貨，應禀請彼此商務委員與地方官，會銜

給子執照，填明採辧處所、馬車、船隻……［後略］」。 
156

 李秀允，〈日清戦争以前における朝鮮開港場をめぐる日中朝商人の確執〉，《日本植民地研究》，12（東京，20

00），頁 21。 
157

 金正起，〈1890년 서울상인의 撤市同盟罷業과 示威 투쟁 〉，《韓國史研究》，67，（1989），頁 85。(中譯：金

正起，〈1890 年首爾商人徹市同盟罷業與示威鬥爭〉，《韓國史研究》，67，（1989），頁 85) 
158

 在此所指的「貿易商」概念不妨以「批發商」取代；經銷進口商品或從事內地行商的小商人，亦可用「零售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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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口的商品或從事內地行商，因此集中於首爾。159在首爾的中國商人中，路邊攤商人也是「非

定居」商人。1891 年路邊攤中國商人則有 100 多家。他們向「定居」中國商人或日本商人購買

商品後，不僅在中國人居留地，在首爾各地販賣。160
 

中國商人比日本商人早 3 年進入首爾，時間的優勢形成中國商人在首爾商業競爭的優勢。

地理位置而言，中國商人選擇當時首爾的第一商業中心區鐘路一帶，「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

也選擇在第二商業中心區南大門路，也因此在繁華區附近形成中國人居留地。相反的，日本商

人的居留地位於偏僻地區，地理位置不如中國。另外，商業基礎的建構方面，中國商人亦可以

較早建構以首爾為中心的全國商品流通網路，因此，日本商人進入首爾時，已無法與中國商人

競爭。 

在首爾中國商人的商業規模壓倒日本商人，首爾的市場掌握在中國商人手中。日本商人在

「甲午戰爭」後，才得以排除中國商人，掌握首爾的商業。161其居住人口也因而大幅度增加到

1,839 人（參考表 3）。朝鮮商人也不是中國商人的競爭對手。因為，近代以後進口商品成為朝鮮

消費市場的主要商品，而中國商人以進口貿易為主，獨占在朝鮮消費最大的棉製品進口。在首

爾進口商品市場掌握在中國商人手中。中國商人成為朝鮮人進口日常用品的最主要提供者。162換

言之，朝鮮人主要透過中國商人購買近代進口商品。中國人居留地雖然在外觀上無法如同日本

或歐美國家居留地，成為近代文明的象徵地區。但由中國人居留地成為近代化商品的集中地，

中國人居留地發放出來的進口近代化商品，深深影響當時朝鮮人的日常生活。 

 

3. 甲午戰爭後在朝鮮中國人地位的轉變 

 

甲午戰爭前，朝鮮仍在以中國文化及政治體制為中心的「中華秩序」內，朝鮮人民仍將中

國視為「文明」、「大國」。在「中華秩序」下，朝鮮人民受「華」與「夷」世界觀之影響，並未

將中國視為「他者」，而認為雙方是在一家中共同擁有「華」的屬性，只是序列不同。19世紀末

期，由於西方壓力，「中華秩序」面臨危機，中國試圖透過〈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加強其「宗

主權」，以維持「天下」。163甲午戰爭前，在朝鮮雖也有對中國的批判性認知，但仍維持在傳統

範疇，甲午戰爭則使朝鮮人對中國的態度完全改變，形成完全不同層次的批判性認知。164
 

甲午戰爭後，中國的影響力在朝鮮消失，再加上近代民族主義意識開始引進朝鮮。朝鮮人

民開始拋棄與中國「天下一家」的認知，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大量且迅速在朝鮮社會擴散。朝

鮮人民意識到中國已失去「文明」的象徵地位。在「中華秩序」破壞後，朝鮮人民也認定西化

改革是國家未來應走的方向。 

                                                                                                                                                                       
銷商」概念理解。但是必須注意的是，資本雄厚的「貿易商」擁有自己的經銷網路，直接經銷自己的商品，並沒

有經過第三者的經銷商或行商。 
159

 강진아，〈근대 동아시아 초국적 자본의 성장과 한계－재한화교기업 同順泰（1874?~1937）〉，頁 7。(中譯：

姜抮亞，〈近代中亞超越國家的資本之成長與限制－在韓華僑企業同順泰（1874?~1937）〉) 
160

 金正起，〈1890년 서울상인의 撤市同盟罷業과 示威 투쟁 〉，頁 92。(中譯：金正起，〈1890 年首爾商人徹市

同盟罷業與示威鬥爭〉) 
161

 京城府，《京城府史(第 1 卷)》，（京城：京城府，1934），頁 553-554；朴慶龍，《開化期 漢城府 研究》，頁 127。 
162

 韓氵右劤，《韓國開港期의 商業研究》，頁 86。 
163

 崔承現，〈역사적 분석을 통한 한국과 중국의 상호 인식 연구〉，《中國人文科學》，33，(2006.08)，頁 428。

(中譯：〈透過歷史分析的韓國人與中國人的相互認識研究〉，《中國人文科學》，33，(2006.08)，頁 428)) 
164

 白永瑞，〈대한제국기 한국언론의 중국인식〉，收入白永瑞，《동아시아의 귀환 중국의 근대성을 묻는다》(首

爾：創作과批評社，2000)，頁 174。(中譯：白永瑞，〈大韓帝國韓國言論對中國人認知〉，收入白永瑞，《回歸東

亞詢問中國近代性》(首爾：創作과批評社，2000)，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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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西方文明」開化為首要目標的朝鮮而言，中國是傳統的象徵，成為阻礙朝鮮「文明

開化」的最大障礙。1896年創刊的《獨立新聞》，強烈表現上述看法，成為「反中國」運動的前

鋒，強烈批判「中國」的「落後性」。165《獨立新聞》，將對中國的負面認知，逐漸擴散於朝鮮

一般民眾。在此主要以《獨立新聞》為主，觀察中國人形象與其地位的轉變。 

 

清國瞭解四書五經的人比朝鮮還要多，土地與人民比朝鮮大，但是歐洲中比清國小於十分之

一的國家，所受的待遇比清國好於十倍，政府與百姓又強又富裕，這是因為歐洲各國不管國

家大小，人民不分男女，最少在學校學習各種學問十年，而清國只學習古老的四書五經之故。

因此清國打仗總是輸給外國，原因在於文明開化的國家人民，知道訓練軍隊，知道製造有利

的兵器、火輪船、鐵道、電信、電話、方便的衣服、有益的飲食、潔淨的處所，知道為國家

而死的榮譽，所以人民的身體健壯、心靈堅定、智慧高尚。清國不學習其中任何一個，因此

人民虛弱、卑賤、愚昧、骯髒，沒有保衛國家的心，被別人視為下賤也沒有感覺，被別人欺

凌也不會生氣。如日本般小國，並肩作戰，打倒清國軍隊如割草一般……
166［粗體由筆者強

調］ 

 

在上述《獨立新聞》新聞中，我們可以瞭解朝鮮人民對「文明」的渴望，並且將中國視為

不如日本的「不文明」國家，中國「虛弱、卑賤、愚昧、骯髒」，並受到外國「欺凌」。甲午戰

爭後，世界各國皆知道中國是個「腐敗國」，167中國已經無法與「文明開化」國家相比，168成為

落後國家。 

甲午戰爭後，隨著中國意識的轉變，朝鮮人民亦感覺到時代不同，中國人在朝鮮地位已出

現明顯變化： 

 

甲午以前，清人到朝鮮極度看不起朝鮮，清國低賤的官員無禮、蠻橫對待朝鮮大君主陛下，

干涉朝鮮政治，清國下等人民也無理毆打、辱罵朝鮮人，對待朝鮮人如同下僕一般，……上

帝憐憫朝鮮百姓，爆發日本與清國之間的打仗，做壞事的清傢伙(청인놈)，驅逐於朝鮮……
169

［粗體由筆者強調］ 

想到我們以前被清國傢伙(청국놈들)困綁，到現在都感到很憤怒。170
 

 

由當時《獨立新聞》的報導，可以感受到，朝鮮人民對在甲午戰爭前受到中國欺凌感到憤

怒，並且認為甲午戰爭後，中國及中國人的地位已大不相同。 

 

                                                 
)

165
 白永瑞，〈대한제국기 한국언론의 중국인식〉，頁 174(中譯：白永瑞，〈大韓帝國韓國言論對中國人認知〉)；

崔承現，〈역사적 분석을 통한 한국과 중국의 상호 인식 연구〉，頁 430。〈透過歷史分析的韓國人與中國人的

相互認識研究〉) 
166

 〈죠션 님군을 위 고 셩을 랑 사 나히 죠션이 이러케 약 고 셩이 도탄 죵에 잇 거 〉《獨

立新聞》(首爾)，1896年4月25日，3版。 
167

 〈쳥국 졍〉，《獨立新聞》(首爾)，1897年6月5日，4版。 
168〈조션 사 들이 몃 쳔년을 살되 일심 여 지고 치〉，《獨立新聞》(首爾)，1898年9月29日，4版。 
169

 同時，《獨立新聞》中亦表示出對日本人的警惕。《獨立新聞》亦有描寫，甲午戰之後日本人增加，所作行為

與之前清國人相同，無理毆打、辱罵朝鮮人。〈나라이 진보 되야 가 지 안 가 지 첫 보이 거슨 그〉，

《獨立新聞》(首爾)，1897年3月9日，1版。 
170

 〈엇더 션 가편지를지여신문샤에보내엿기에좌에긔 노라〉，《獨立新聞》(首爾)，1897年10月21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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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人民本不知獨立，所以外國人瞧不起朝鮮也不會感到憤怒，朝鮮大君主陛下每年派送使

臣至清國國君，請領冊曆，公文使用清國年號。朝鮮人民知道屬於清國，但是幾百年都未想

到要報仇，自認為是屬國。……上帝憐憫朝鮮，日本與清國打仗，朝鮮成為獨立國。現在朝

鮮大君主陛下與世界各國之大王對等，因此朝鮮人民亦與世界各國人民平等。171
 

 

《獨立新聞》主張，現在朝鮮已不是中國屬國，而是「自主」、「獨立」的國家，朝鮮人民

與清國人民皆平等。甚至於「朝鮮人民比清國人民還要聰明、勤奮、乾淨」，「只要透過好的教

育、衣服、飲食，可以成為東洋中最好的人種」。172
 

《獨立新聞》中以「清國人」或「清人」指涉中國人，甚至常稱中國人為「清國傢伙(청인

놈)」。由「清國傢伙」的稱呼可以看出，當時朝鮮人民對中國人充滿「敵意」與「貶意」。因此

《獨立新聞》呈現出來的中國人大都是負面形象，同時此種負面形象大部分都是在與朝鮮人發

生衝突的時候呈現出來。 

甲午戰爭後，《獨立新聞》中呈現出來的對中國人的負面形象可分為以下幾種：一、不知規

矩、沒教養的中國人；二、野蠻的中國人；三、骯髒的中國人；四、做壞事的中國人、中國人

是壞蛋等。另外，在此時期，中國人與朝鮮人之間的衝突事件也不斷發生。表 8為 1896年至 1899

年，《獨立新聞》上所載的中國人與朝鮮人衝突案件之類型與件數。173其中以通商引起的衝突最

多，此因當時在朝中國人大多為商人，因此雙方常發生通商糾紛。通商衝突往往發展為雙方的

金錢糾紛與毆打事件。金錢糾紛中最多的則是以賒帳為主的債務糾紛。如前所述，較嚴重的債

務糾紛甚至演變成中國商人綁架負債者的親戚，並強奪朝鮮人的房契的案件。174通商過程中發

生的毆打事件亦包括，朝鮮人購買中國商人的商品時，在討價還價過程中，演變成中國人毆打

朝鮮人的事件；175或是朝鮮人賒帳後，中國商人因討帳而毆打朝鮮人的事件。176
 

 

表 8 《獨立新聞》中報導的中國人與朝鮮人之間的衝突 

  1896年 1897年 1898年 1899年 合計 

通商 

(金錢糾紛、毆打) 
1 4 2 5 12 

土地、購屋 1 - 2 4 7 

毆打 1 2 - 3 6 

伐木、採石 1 2 1 2 6 

借款、票據 - 1 1 3 5 

鴉片 - 2 - 2 4 

匪盜、盜竊 - 2 - - 2 

私鑄白銅貨幣 1 1 - - 2 

                                                 
171

 〈죠션 인민이 독립이라 거슬 모로 에 외국 사 들이〉，《獨立新聞》(首爾)，1896年6月20日，1版

。 
172

 〈죠션 사 들을 동양 각국 사 들과 비교 여 보거드면 쳥국 사 들 보다는 더 춍명 고〉，《獨立新聞》(首

爾)，1896年5月2日，1版。 
173

 由表 1的統計可以瞭解，中國人與朝鮮人的衝突案件在 1899 年增加許多。我們也不能排除衝突案件的持續

增加的可能性。然而，第一個可以思考的原因是，《獨立新聞》原本採取隔日發行，但在 1898 年 7月後採取

每日發行。參考，김영희，〈「독립신문」의 지식 개념과 그 의미〉，《韓國言論學報》，57：3，（2006.06），

頁 415。(中譯：Kim, Yeonghui，〈「獨立新聞」的知識概念與其意義〉，《韓國言論學報》，57：3，（20

06.06），頁 415。) 
174

 〈작은 광교 근쳐 홍문셔골 모통이〉，《獨立新聞》(首爾)，1897年 10月 9日，3版；〈개탄 일이〉，《獨立新

聞》(首爾)，1898年 10月 12 日，3版。 
175

 〈칠월 이십 팔일 벼젼 병문 사 쳥인 풍원셩 가가에셔〉，2版；〈쟉년 셧달 져경궁 압희 사 쳥인 일노샤

가〉，《獨立新聞》(首爾)，1897 年 1月 14日，3版。 
176

 〈양쥬군 식숑 사 안공립〉，《獨立新聞》(首爾)，1897 年 11月 11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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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豬 - - 1 - 1 

賭博 - - - 1 1 

殺人 - - - 1 1 

人口販賣 - - - 1 1 

合計 5 14 7 22 48 

資料來源：筆者從 1896年至 1899年的《獨立新聞》中彙整。 

 

其次則是中國人在朝鮮購買土地或房屋而引發的衝突案件。中國人為在朝鮮各地開棧，通

常購買土地或房屋。《獨立新聞》強烈對此表達憂慮。1882年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

後，中國人可以進入都城(首爾)開棧、通商、定居，再加上其他國家亦均占利益，最後將導致都

城內所有房屋多為外國人所有，朝鮮人無處可住；報導指出，南大門路與水票橋之處、貞洞，

以及各要處都一直不斷增加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房屋，沒過幾年朝鮮人只能聚集在小小角落，在

自己國家的都城內都無法容納自己百姓，是世界可恥之事。177
 

《獨立新聞》不僅擔心中國人在都城大量購置房產，亦對中國人在朝鮮各地購買房屋表示

憂慮： 

 

各開港處與漢城是由於條約允許雜居，但是他國商人進商品到內地開棧售物，並沒有在條約

中允許。然而，現在許多清國與日本商人進入松島、公州、禮山與其他地區開棧，甚至聽說

清人的房屋多達五十戶，這些都是條約之外的事宜。178
 

 

筆者認為，在甲午戰爭後，朝鮮人對中國人購買房產的憂慮，甚至超過對日本人類似行為

的憂心。《獨立新聞》指出，中國人在鄉下各地購屋、建房，並非是以往條約內允許之事，並指

責朝鮮政府未能透過有效條約約束中國人的置產行為。換言之，《獨立新聞》暗示朝鮮應該盡快

簽訂一個可以約束中國人購屋、建屋的條約，而此也表現出當時在朝中國人處於一種「無條約」

規範的特殊狀況，此種狀況首爾也不例外： 

 

講到首爾，清人無限制的到處任何地方都雜居，鄉下亦很少清人不做生意居住之處，一天到

晚所蓋的都是外國人的房屋，裁掉的都是大韓人的房屋，清人做出如此未在條約內的事情，

真是無理。首先大韓政府無法逃脫不實施條約之責任。179
  

 

有關購買土地或房屋的衝突中，亦包括租界地相關案件。《獨立新聞》指出，在別人的國

家居住必須繳交地稅，但中國人並無條約規範，反而因此不繳地稅、行使無理情事。在甲午戰

爭前，仁川港有中國人居住的土地，然而僅是朝鮮政府對中國租借，並非允許中國人永久侵占

此土地。甲午戰爭後，雙方條約失效，多數中國人也已返國，此一土地已與中國人無關。因此，

朝鮮人入住該地、建造屋舍是極為合理之事。但是，近年清國人回到此地，主張此為中國人的

土地，威脅、恐嚇朝鮮人繳出租金，否則要拆屋。《獨立新聞》同時也主張，在甲午戰爭前之租

界已與中國人無關，朝鮮人居住租界地並未有任何錯誤。180
 

再者，中國人與朝鮮人的衝突中，第三多的是有關毆打與伐木、採石事件。首先，毆打案

件的報導，大都偏向報導中國人毆打朝鮮人的行徑。例如，有一個姓朴的朝鮮人，在中國人的

                                                 
177

 〈분 일십〉，《獨立新聞》(首爾)，1898 年 9月 23日，1 版。 
178

 〈졍신차리시요〉，《獨立新聞》(首爾)，1898年 9 月 24 日，1版。 
179

 〈쳥국 죠계〉，《獨立新聞》(首爾)，1899 年 3月 7日，1版。 
180

 〈쳥국 죠계〉，《獨立新聞》(首爾)，1899 年 3月 7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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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屋前抽菸，因為姓劉的中國人迴轉衣袖時不小心碰到朴的菸斗，導致朴的咽喉受到傷害，因

此朴責罵劉的無禮。在旁的兩個中國人與劉聯手毆打朴，甚至破壞朴的衣服。181
 伐木、採石案

件則是報導中國人在朝鮮進行伐木、採石等違法行為，呼籲朝鮮政府加以禁止與管制。182
 

1889年 11月，簽訂〈韓清通商條約〉，中國人在朝鮮租界地內賃房居住或起蓋棧房，並從

事商業活動得到了保障（第四款）。此外，〈韓清通商條約〉第五款規定，「中國民人在韓國者如

有犯法之事，中國領事官按照中國律例審辨。韓國民人在中國者如有犯法之事，韓國領事官按

照韓國律例審辨。韓國民人性命財產在中國者被中國民人損傷，中國官按照中國律例審辨。中

國民人性命財產在韓國者被韓國民人損傷，韓國官按照韓國律例審辨」。由此條款可知，中國在

〈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中所享有的特權式的「治外法權」消失，大韓帝國也對中國享有「領

事裁判權」。 

 

4. 甲午戰爭後至日治初期的中國人狀況 

 

1894年 6月甲午戰爭爆發後，中國商人對失去清朝公權力保護感到恐懼，多數的人選擇回

國，也中斷中、朝間的貿易活動。183我們可以藉由 1894 年 6 月 20 日在仁川二等領事能勢辰五

郎發送給在京城特命全權大使大鳥圭介公函內容，推知當時中國人的恐慌狀況。「在留清國人目

睹日本軍隊到來，而大失所驚。隨著山東的勞動者、農民、小商人等 200 名，在港口的中國婦

女全要歸國，不顧清國理事多方挽留、說服，昨天 19 日中午後，搭乘汽船鎮東號的人多達 300

名……［中略］……港口的豪商同順泰等，以及有家眷的人，似乎都先由鎮東號讓家眷送到芝

罘後，觀察情勢再讓家眷回來……［後略］」。184
 

然而，隨著戰爭結束，1895年 5月已有 3,000多中國商人返回朝鮮，回到原來的地方，從

事商業活動，1896年約有 4,000 人在朝鮮活動。在首爾中國商人與日本商人仍處於競爭關係，

甚至中國商人在商業上仍具有優異性。185在《在朝鮮的支那人》一書描寫當時在首爾的中國人

的狀況如下：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七月日清的國交斷絕，由於袁世凱收起黃龍旗撤退於本國，從南大門

到鐘路開店掌握京城商界的數千支那人陸續從仁川搭乘回國的路程，但在京城內外又可看見支那

人。翌二十八年［1895年］五月成立講和談判，支那商人三千名陸續回到京城，他們當然沒有

戰前的活力，但對商機很敏銳，恢復曾經一時被日本人侵蝕的京城進口貿易權，並努力擴張朝鮮

內的販賣網路。186
 

 

由此可知，甲午戰爭後，在首爾中國人的商勢雖不如日本人，但可看出逐漸恢復為戰前的狀況。

甲午戰爭結束後，在首爾的日本人人口超越中國人，1897年日本人有1,758人占總外國人人口的 54%，

                                                 
181

 〈남셔 니동 박챵식이가 쳥인의〉，《獨立新聞》(首爾)，1897 年 3月 16日，3版。 
182

 〈륙월 이십 일 쳥인 쟝경챵이가 밧남산 갈오리셔〉，《獨立新聞》(首爾)，1896年 7月 7 日，2 版；〈쳥인 

십여명이〉，《獨立新聞》(首爾)，1897年 11月 3日，3版；〈엄금 일〉，3版。 
183

 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58。 
184

 〈（32）探報書〉《駐韓日本公使館紀錄》，1卷，文書號碼：京第32號，發送日：1894年6月20日。參考「國

家編纂委員會」http://www.history.go.kr/app.main.Main.top，訪問日期：2010年3月3日。 
185

 〈請變通設法訂立貿易章程〉，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光緒 22年 10月 1日，

檔號 3350，頁 4959；京城府，《京城府史(第二卷)》，（京城：京城府），頁 645。 
186

 朝鮮總督府，《朝鮮に於ける支那人》，（京城：朝鮮總督府，1924），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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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人 110人，占總外國人人口的 39.1%。雖然中國人在首爾的人口也持續增加，1899年增

加至 890人（32.13%），但日本人增加幅度更高，1899 年共有 1,770 人占 63.9%。（參考表 9） 

 

表 9   漢城府內外國人居住狀況（1897-1899） 

國籍 日本 中國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俄國 合計 

1897 

戶 622 110 40 41 7 7 22 849 

人口 1,758 1,273 95 37 28 9 57 3,257 

人口比 54% 39.1% 2.9% 1.1% 0.9% 0.3% 1.7% 100% 

1898 

戶 480 181 32 15 6 4 2 720 

人口 1,734 981 62 42 17 9 9 2,854 

人口比 60.7% 34.4% 2.2% 1.5% 0.6% 0.3% 0.3% 100% 

1899 

戶 526 181 18 15 5 6 0 751 

人口 1,770 890 39 41 9 18 3 2,770 

人口比 63.9% 32.13% 1.41% 1.48% 0.32% 0.65% 0.11% 100% 

資料來源：王賢鐘，〈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토지·가옥조사와 외국인 토지침탈 

대책〉，《서울학연구》，10，(1998.5)，頁 29。 

 

1894年，因甲午改革改編官制時，漢城府的行政區域，由 5部變更為 5署，分為東、西、南、

北及中署。187根據 1899年的統計，中國人最多居住在南署 462人，其次為中署 255人、西署 175人、

北署 1人。188如圖 6所示，南署的會賢坊、中署的長通坊、西署的餘慶坊，則是甲午戰爭前形成的

中國人居留地，因此，可以推測中國人回到首爾後，集中居住區域仍以中國人居留地為主。 

 

圖 6  漢城府 5署 

 
資料來源：朴慶龍，《開化期 漢城府 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25。 

 

                                                 
187

 朴慶龍，《開化期 漢城府 研究》，頁 22-23。 
188

 王賢鐘，〈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의 토지·가옥조사와 외국인 토지침탈 대책〉，頁 29。(中譯：王賢鐘，〈大韓

帝國時期漢城府的土地家屋調查與外國人的土地侵占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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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監府的統計，在首爾的中國人 1906年增加至 1,363人，1907年增加至 2,322人，仍是日

本人以外人數最多的外國人。但此時期的居住在首爾的中國人相當偏重於男性，1906年男女對比為

98：2，1907年男女對比為 99：1，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人社會是，家人留在中國，男性到海外打聘

的「單身出外賺錢型」社會。（參考表 10）根據朝鮮總督府的統計，雖然日本殖民初期，在首爾的

中國人人口出現減少，但 1912年增加至 4,524人。（參考表 11） 

 

表 10  在漢城的外國人人口（1906-1908） 

年 中國人 英國人 美國人 德國人 法國人 其他外國人 合計 

1906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340 23 46 27 95 51 14 9 50 28 6 5 1,694 

1907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298 24 20 9 54 44 10 4 5 5 4 3 2,480 

1908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89 203 54 39 82 69 11 11 47 18 12 7 2,642 

資料來源：統監官房文書課編，《朝鮮統監府統計年報》，（京城：朝鮮統監府，各年版）。 

 

表 11  在京城的外國人（1909-1913） 

年 中國人 英國人 美國人 法國人 德國人 俄國 其他外國人 合計 

1909 1,728 71 89 48 22 11 8 1,977 

1910 1,828 67 64 45 27 16 15 2,062 

1911 2,102 80 65 49 28 22 14 2,360 

1912 4,524 136 108 54 53 19 25 4,919 

1913 4,004 175 120 54 50 16 21 4,440 

資料來源：朝鮮總督府，《朝鮮總督府統計年報》，（京城：朝鮮總督府，各年版）。 

 

甲午戰爭後，在朝鮮的經濟主導權掌握在日本人手上，日俄戰爭獲得勝利的日本在朝鮮的影響力，

也更加以鞏固。在朝鮮的進口貿易，在 1893年日本與中國進口比重相當接近，50.23：49.11，然而

甲午戰爭後，日本的進口貿易比重持續增加，1896年為 65.74：33.06，1906年增加至 77.27：13.84。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進口貿易額出現增加趨勢，1893年進口額為 1,905,698 円，1910年增

加為 3,845,274円。（參考表 12）由此可知，中國人在朝鮮的商業活動並沒有因為甲午戰爭而縮

小，甚至戰爭期間的 1894年與 1895年，從中國進口的貿易額，出現比 1893年增加的趨勢。中國

進口貿易的商品以絹紗、絹紬、繰綿、綿織、棉布等綿絹布料為主，另外也有木材及木板等材

料，食鹽、菸草等生活雜貨。（參考表 13） 

 

表 12  在朝鮮貿易進口額（1893-1910）          （單位：円）        

年度 從日進口 從清進口 從俄進口 其他 合計 日本的比重 清的比重 

1893 1,949,043 1,905,698 25,414 - 3,880,155 50.23% 49.11% 

1894 3,646,722 2,064,821 120,019 - 5,831,562 62.53% 35.41% 

1895 5,838,739 2,119,641 129,833 - 8,088,213 72.19% 26.21% 

1896 4,294,005 2,159,064 78,255 - 6,531,324 65.74% 33.06% 

1897 6,432,060 3,535,918 99,536 - 10,067,514 63.89% 35.12% 

1898 6,777,171 4,929,483 110,908 - 11,817,562 57.35% 41.71% 

1899 6,658,200 3,471,313 97,827 - 10,227,340 65.10% 33.94% 

1900 8,241,296 2,581,704 117,460 - 10,940,460 75.33% 23.60% 

1901 9,051,881 5,617,741 26,848 - 14,696,470 61.59% 38.23% 

1902 8,689,220 4,832,308 19,881 - 13,541,409 64.17% 35.69% 

1903 11,554,969 5,358,600 126,972 1,178,642 18,219,183 63.42% 29.41% 

1904 19,007,287 5,053,310 88,517 2,656,266 26,805,380 70.91% 18.85% 

1905 23,561,899 5,945,312 101,649 2,350,722 31,959,582 73.72% 18.60% 



44 

 

1906 22,914,154 4,105,036 37,549 2,597,679 29,654,418 77.27% 13.84% 

1907 27,363,872 4,465,696 - 9,606,681 41,436,249 66.04% 10.78% 

1908 24,040,465 4,882,246 45,234 12,057,578 41,025,523 58.60% 11.90% 

1909 21,852,245 4,473,209 44,404 10,278,912 36,648,770 59.63% 12.21% 

1910 25,348,085 3,845,274 17,970 10,571,427 39,782,756 63.72% 9.67% 

資料來源：四方博，《朝鮮に於ける近代資本主義の成立過程―その基礎的考察》（東京：刀江書院，1933），
頁 219。 

 

 

表 13  從中國進口的重要進口商品（1908年）（單位：圓） 

 品  名 進口額 

 

綿 

・ 

絹 

 

織 

 

製 

 

品 

 

 

 

 

繰綿 89,000 

打綿 3,770 

綿織 21,559 

棉布 5,406 

生金巾 206 

晒金巾 505 

天竺布 336 

綿繻子 13,907 

絹紬 149,814 

絹紗 562,254 

絹繻子 68,816 

綿浴巾 5 

小 計 915,578（48.13%） 

燃 
料 
・ 
木 
材 

石炭 1,289 

木炭 77 

木材及木板 470,357 

小 計 471,723（24.80%） 

 
 
 
生 

 
 
活 

 
 
雑 

 
 
貨 

 
 

小麥粉 515 

食鹽 268,587 

醬油 110 

染料 160 

筆記用紙 732 

蠟燭 219 

精糖 4,803 

砂糖 3,145 

鐵鍋及釜 6,036 

紙巻菸草 176,010 

陶器及磁器 4,201 

繩及莚 372 

火柴 797 

小 計 465,687（24.48%） 

農 
産 
・ 
海 
産 
物 

生菜・乾菜及鹹菜 6,076 

蜜柑 104 

生果 8,714 

鹹魚 34,309 

小 計 49,203（2.59%） 

合   計 1,902,191（100％） 

資料來源：：根據統監官房文書課編，《統監府統計年報》第 3次，（京城：統監府，1909），頁 408-410，筆者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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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後，出口貿易仍掌握在日本商人手上，1893年日本與中國的出口貿易比重為90.87：7.90，

1896 年對中國的出口額雖增加至 263,941 円，但仍是日本出口占 92.97%，中國只占 5.58%。可

以看出，日本人在朝鮮的貿易以出口貿易為主，中國人在朝鮮的貿易以進口貿易為主。然而，

1900 年代中期後，在朝鮮的中國進口額與出口額越來越接近，1910年從中國的進口額為

3,845,274 円、對中國的出口額為 3,025,836 円，兩者相當接近。（參考表 14） 

 

 

表 14  在朝鮮貿易出口額（1893-1910）           （單位：円）       

年度 對日出口 對清出口 對俄出口 其他 合計 日本的比重 清的比重 

1893 1,543,114 134,085 20,917 - 1,698,116 90.87% 7.90% 

1894 2,050,910 161,752 98,553 - 2,311,215 88.74% 7.00% 

1895 2,366,427 91,683 23,698 - 2,481,808 95.35% 3.69% 

1896 4,396,346 263,941 68,413 - 4,728,700 92.97% 5.58% 

1897 8,090,039 736,317 147,539 - 8,973,895 90.15% 8.21% 

1898 4,522,963 1,129,970 56,556 - 5,709,489 79.22% 19.79% 

1899 4,205,382 685,459 107,004 - 4,997,845 84.14% 13.72% 

1900 7,232,416 1,968,650 238,801 - 9,439,867 76.62% 20.85% 

1901 7,402,116 800,092 259,741 - 8,461,949 87.48% 9.46% 

1902 6,549,646 1,536,114 231,310 - 8,317,070 78.75% 18.47% 

1903 7,599,624 1,549,206 328,773 - 9,477,603 80.19% 16.35% 

1904 5,697,371 1,232,954 2,524 655 6,933,504 82.17% 17.78% 

1905 5,389,914 1,501,817 12,350 220 6,904,301 82.52% 21.75% 

1906 6,916,848 699,664 500,744 15,588 8,132,844 85.05% 8.60% 

1907 12,649,267 3,179,845 657,629 11,715 16,498,456 76.67% 19.27% 

1908 10,963,353 2,247,459 772,772 129,727 14,113,311 77.68% 15.92% 

1909 12,081,738 3,203,461 784,528 179,161 16,248,888 74.35% 19.71% 

1910 15,378,643 3,025,836 1,155,357 354,007 19,913,843 77.23% 15.19% 

資料來源：四方博，《朝鮮に於ける近代資本主義の成立過程―その基礎的考察》（東京：刀江書院，1933），
頁 219。 

 

甲午戰爭前，在朝鮮的中國商人具有以清朝力量為背景的政商性質，開港地的巨商多為中國南方

出身者。但 1910年起南方商人大多離開朝鮮，山東省出身者的商人成為商業的中心。再加上，商業

網路逐漸由「東亞貿易網路」轉變為「中朝貿易網路」，「朝鮮內陸販賣網路」也由行商轉變為地方的

店鋪為中心。1899年〈韓清通商條約〉後，由於在朝鮮各地購買家屋或土地的中國人日益增加，1900

年以後，中國行商在各地購買土地或家屋，設立店面，主導「朝鮮內陸販賣網路」的商人，由行商轉

變為具有店面的商人，在朝鮮的中國人也成為「定居型」商人。189在首爾的中國商人也出現同樣狀

況，在首爾購買家屋或土地的中國人也持續增加，行商逐漸減少，具有店面的「定居型」的小商人成

為首爾主要中國商人。因此，在首爾中國商人的職業也愈來愈多樣化，表 14雖然是 1923年的統計，

但是可以看出，在首爾中國人的職業多樣化現象。雖然蔬菜行商、水果行商、賣藥行商等行商也存

在，但可以看出大多為具有店鋪商人，例如：飲食店、理髮業、日用雜貨店、吳服商、洋裝業、

書店、旅館、澡湯等。在首爾的中國人職業中，飲食相關的職業最多，饅頭商、飲食店、料理

店共有 352戶，占全職業的 42.4%。其次是建築相關的職業：木工業、石工業、泥工業、瓦工、

木材商，共有 125戶占 15.1%。洋雜貨、日用雜貨等雜貨店，共有 84戶占 10.1%；衣服、布料

有關的行業：吳服商、吳服行商、洋裝業、支那服飾業等，共有 45 戶占 5.4%。建築業、雜貨店

衣服、布料店都以進口貿易為基礎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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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 ： 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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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在京城的中國人職業（1923年） 

職業別 戶數 職業別 戶數 職業別 戶數 

饅頭商 193 吳服行商 12 賣藥行商 3 

飲食店 114 洋裝業 12 獸肉行商 2 

洋雜貨 62 藥材商 11 製粉業 2 

木工業 58 店員 10 鋳物製造業 2 

石工業 49 洗澡業 8 裁縫業 1 

料理店 45 請負業 8 換錢業 1 

理髮業 31 錫板業 7 貨金業 1 

蔬菜行商 26 支那服飾業 7 釀造業 1 

勞動者 25 書店 5 豆腐行商 1 

日用雜貨 22 貨家業 5 修鞋業 1 

農業 19 製鞋業 4 骨董店 1 

泥工業 16 鋳掛業 4 瓦工 1 

水果行商 15 旅館 3 木材商 1 

吳服商 13 澡湯 3 無職者 25 

             資料來源：朝鮮總督府，《朝鮮に於ける支那人》，（京城：朝鮮總督府，1924），頁 49-50。 

 

 

五、結論 

 

本計畫預定地執行時間為三年，本年度屬於第一期：朝鮮末期至日本殖民初期─中國人居留

地時期（19世紀末期至 1913 年）。19世紀末期，在朝鮮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共有 3個區域，並

按照時間順序而形成。第一個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位於「水標橋」鐘路一帶；第二個形成的中

國人居留地位於會賢坊駱洞「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附近一帶；第三個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

為袁世凱命令下形成的貞洞「慶運宮」附近一帶。雖然由於一連串對中國商民的盜竊與放火事

件，袁世凱下令將零散於首爾各地的中國商店聚集於「水標橋」鐘路一帶及外國公使館密集區

貞洞「慶運宮」附近一帶。「水標橋」鐘路一帶原為中國人密集居住區，但是「慶運宮」附近一

帶為袁世凱命令下形成的新居留地。 

1894年 6月甲午戰爭爆發後，袁世凱返國。中國商人對失去清朝公權力保護感到恐懼，多

數的人選擇回國。但是，隨著甲午戰爭結束，1895年多數中國商人返回朝鮮，回到首爾的中國

人以原中國人居留地為中心繼續居住。甲午戰爭後，1898年韓國政府樹立強化控制與管理漢城

府內外國人家屋的所有為國家方針，推動新的家契制度。1899年，韓國政府也試圖利用簽訂〈韓

清通商條約〉的機會，廢除外國人在「漢城開棧」，但並未成功。然而，韓國政府持續推動管制

外國人土地所有，1901 年推動禁止外國人土地所有政策，但因日本的反對而告失敗。1905年日

本設立統監府後，則停止禁止外國人土地所有政策，1908年起外國人不具有任何限制，可以自

由所有不動產。 

1910年，朝鮮正式變成日本殖民地，日本宣布韓國與列國所訂的所有條約歸為無效。1912年後，

總督府針對廢除租界問題與各國進行交涉，1913年 5月也與中國進行交涉，11月與中國簽訂〈關於

在朝鮮中華民國居留地廢止之協定〉，最終在 1914年 3月 31日，正式廢止中國租界及其他各國

租界，在朝鮮的外國租界及居留地制度宣告終止。 

中國人在首爾的狀況及活動而言，在中國人居留地活動以商人為主，中國商人不但率先進

入首爾城內形成第一個外國人居留地，而且能夠利用較優越的地理位置，同時結合「東亞貿易

網路」與「朝鮮內陸販賣網路」，而形成以首爾為中心的商品流通網路，獨占當時朝鮮商業市場。

雖然歐美與日本人稍後亦在首爾居留，引進近代化設施，形成具有近代化色彩的外國人居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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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了首爾城市空間概念與都市景觀；但中國人居留地卻成為首爾乃至朝鮮全國重要商品流通

與集散中心。由中國人居留地放射出的商業網與大量的近代化消費品，更直接改變了首爾市民

乃至朝鮮人民的生活內容。 

1882年首爾開市至 1894 年甲午戰爭爆發的十多年間，清朝對朝鮮政府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清朝在首爾具有以「領事裁判權」為基礎的「治外法權」，因此享有「治外法權」中國人居住的

居留地成為「法外之地」。甲午戰爭後，中國的影響力在朝鮮消失，再加上近代民族主義意識開

始引進朝鮮。甲午戰爭後，朝鮮人對中國人持有強烈的負面形象，此負面形象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不知規矩、沒教養的中國人；二、野蠻的中國人；三、骯髒的中國人；四、做壞事的中國

人、中國人是壞蛋等。在此時期，中國人與朝鮮人之間的衝突事件也不斷發生。 

甲午戰爭後，在首爾的中國人商勢雖不如日本人，但逐漸恢復為戰前的狀況。在朝鮮的進出口貿

易額都逐漸成長超過戰前的金額與規模。中國人的商業網路逐漸由「東亞貿易網路」轉變為「中朝貿

易網路」，「朝鮮內陸販賣網路」也由行商轉變為地方的店鋪為中心。中國人在首爾人口也持續增加，

在首爾購買家屋或土地的中國人也持續增加，行商逐漸減少，具有店面的「定居型」的小商人成為首

爾主要中國商人。因此，在首爾中國人的職業也愈來愈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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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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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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1980 年代以後，韓國被稱為「沒有中華街的國家」，成為擁有眾多中國移民，但卻無法保有中華

街的特殊案例。中華街是華僑聚集的空間，中華街的存在與否對華僑的文化、語言、認同的保存產生

重大影響。然而，韓國的中華街並不是不曾存在，曾經在首爾、仁川、釜山等地形成中華街，但 1980

年代，在韓國城市中灰飛煙滅。韓國的中華街為何消失不見？ 

在韓國歷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人建立的中華街出現於首爾。1882年清廷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

陸貿易章程〉首爾首次對清朝商民開放，清朝獲得一般中國人在首爾居住與開棧的權利，因此中國商

人成為首批居住通商的外國人，並在清朝的庇護下，首爾城內逐漸形成了三個「中國人居留地」。在首

爾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日後成為華僑聚集的中華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下簡稱，戰後），舊中國人居留地仍是華僑集中居住的空間，華僑經營的商

店與住家林立，已具有中華街的面貌，然而，因 1960至 1970年代的都市更新，而在 1980年代消失不

見。華僑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無法保留中華街，主因在於華僑被剝奪土地所有權。1997年金融風暴

襲擊韓國，韓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韓國政府為救國家的經濟，開放外國人對韓國的投資，設

法引進外國的資金。韓國政府注意到海外華人的經濟實力，為了吸引海外華人的投資，開始推動「重

建中華街計畫」。2000 年代初期，在仁川與釜山重新出現了「新中華街」。然而，「新中華街」主角已

不是華僑，而是韓國人開設的中國餐廳，並未與過去的中華街具有「連續性」。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為首爾為例，討論 19世紀末期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如何發展為中華街，並說明

中華街經歷日本殖民時期、戰後時期產生的變化過程及中華街在首爾消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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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筆者出國期間進行四個活動。第一，進行首爾中華街的田野調查。1970年代首爾中華街因都

市更新而遭到消失前，共有四個中華街：1. 觀水洞（水標橋附近）中華街；2. 北倉洞；3.小公洞

中華街；4. 明洞中華街。（參考圖 1）筆者這次針對這四個地方都進行實地觀察，調查目前這四個

區域的實際狀況，例如：是否尚有華僑的店面？若有還保留幾家？營業的種類是什麼等等。 

 

圖 1  1960 年代四個首爾中華街 

資料來源：按照具孝慶、金信子，〈在韓華僑의 實態〉，《綠友會報》，5，（1963），頁 41-43之地圖筆者自繪。 

 

考察結果，觀水洞沒有發現一家華僑的店面，完全看不出曾經是中華街的樣貌，目前此地方

是機械工具店的街區。北倉洞、小公洞中華街方面，小公洞已經沒有華僑店面，但在北倉洞還剩

下 4 家華僑開的店面，1家是中華料理店、其他 3家是雜貨店，此雜貨店以中華料理所需要的食材

為主要商品，生意的對象也以中華料理店為主。明洞算是目前華僑店面及華僑機構保留最多的區

域。中華民國大使館也曾經設在這裡，現在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目前在明洞的華僑機

構有「漢城華僑協會」與「漢城華僑小學」。華僑開的店面有中國餐廳 7家、書局 2家、咖啡店 1

家，共 10家。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國民黨黨部」現在出租給咖啡店使用，但經營者並不

是華僑。明洞雖然是目前華僑機構及商店最多，華僑最聚集的地區，但筆者感受華僑社會在韓國

逐漸微縮當中，留守明洞中華街的大多數為中老年層，年輕世代幾乎沒有在中華街活動。明洞中

華僑變得非常冷清，可以看出現在的首爾華僑並不以中華街為主要的活動場域。附錄為筆者攝影

的中華街照片。 

第二，進行訪談。這次總共見到 6位華僑，進行訪談的華僑有兩位。 

第三，收集資料。筆者主要訪問「國立中央圖書館」與「國會圖書館」收集與本研究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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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書籍、期刊論文、學位論文與報紙資料。筆者選擇這兩所圖書館的原因在於，收藏資料豐富，

使用亦相當便利之故。 

第四，學術交流。筆者在安東大學安秉杰教授的陪同下，到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訪問了權五榮

教授，了解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概況。 

 

三、建議 

 

筆者訪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與「國會圖書館」的感想為，韓國圖書館的發展數位化速

度非常快速。然而，「國立中央圖書館」與「國會圖書館」的數位化重點有所不同：「國立中央圖

書館」以殖民時期的書籍資料、戰後初期民間或半官方發行的書籍、戰後絕版圖書為主；而「國

會圖書館」以學位論文、戰後政府發行統計、年鑑等官方資料為中心，在「國會圖書館」幾乎所

有學位論文皆可在線上影印。 

另外，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國立中央圖書館」與「國會圖書館」可相互流通彼此的數位化

資料。換言之，在「國會圖書館」即可閱覽、列印「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數位資料。此種資訊交

流的便利方式，使這兩所大型圖書館更能發揮資訊管理、流通的加乘效果，也使利用者在資訊收

集上得到極大的幫助。 

相對於韓國的「國立中央圖書館」與「國會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的數位化程度較低，雖然

有華藝等論文資料庫，但收藏論文的數量遠差於韓國。韓國的「Korean Studies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KISS)」、「DBpia」等學術資料庫非常發達，論文收藏數量也相當豐富，絕大部分在韓國出

刊的學術期刊論文，皆可在此種學術資料庫查詢、下載。 

筆者認為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可以參考「國立中央圖書館」與「國會圖書館」的作法，將

絕版圖書逐漸數位化，以保護紙本圖書；亦可提高學位論文的數位化數量，提供利用者方便。另

外，筆者非常希望「國家圖書館」可以購買「Korean Studies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KISS)」、

「DBpia」等學術資料庫，以及《東亞日報》、《朝鮮日報》、《中央日報》等韓國報紙資料庫，以利

國內的韓國研究學者有效收集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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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觀水洞照片 

 

 

1-水標路標誌 2-水標橋(1) 

 

 

3-水標橋(2) 4-水標路街景(1) 

  

5-水標路街景(2) 6-水標路街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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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公洞照片 

  

1-小公洞街景：樂天飯店 2-小公洞街景：樂天百貨店附近 

  

3-小公洞街景(1) 4-小公洞街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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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倉洞照片 

 

 

 

1-北倉洞飲食街 2-北倉洞街景 

  

3-紅色招牌是華僑經營的中華料理店：黃金城 4-華僑經營的雜貨店：東一商會 

  

5-華僑經營的雜貨店：新永商會 6-華僑經營的雜貨店：Man-Sheng商會 



7 

 

4. 明洞中華街照片 

  

1-漢城華僑小學 2-漢城華僑小學正門 

 

 

3-漢城華僑小學行政大樓 4-漢城華僑協會在此大樓 4樓 

 

 

5-華僑經營的中華料理店：會賓莊 
6-華僑經營的餐廳：山東餃子 

位於漢城華僑協會同一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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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華僑經營的中華料理店：生源 

8-華僑經營的書店：中華書局 

位於漢城華僑協會同一棟大樓 

9-華僑經營的中華料理店：一品香 

位於漢城華僑協會同一棟大樓(2 樓) 

  

10-華僑經營的中華料理店：開花 
11-華僑經營的中華料理店：杏花村(2樓) 

12-華僑經營的中華料理店：鄉味(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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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華僑經營的書店：大漢文化藝術公司(2樓) 

14-華僑經營的咖啡店：書香咖啡(1樓) 
14-華僑經營的咖啡店：書香咖啡(1樓) 

  

16-韓華僑民服務委員會招牌，掛在中國國民黨黨

部，現在成為咖啡店，但此招牌仍掛著 
16-中國國民黨黨部，現在成為咖啡店 

 

 

16-中國國民黨黨部(全貌) 

曾經是中國國民黨黨部，現在成為咖啡店 
17-明洞中華街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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