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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邊境社會（border society）是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歷史上的中國政

治建立一套華夏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

的政治秩序。1華夏中心的視角形塑一套「典範歷史」的框架，使邊境人群隨著

華夏邊緣的漂移而不斷地被典範歷史所重新定義。2然而，當我們仔細檢視此二

元論述背後的歷史現場，將會發現帝國邊緣曾經出現多元且規模不一之政治體系，

在雲南地區便出現大理、羅甸、麓川與八百媳婦等等，它們在天下儀禮與正統書

寫架構下被以淡漠的方式一筆帶過。如何在習以為常的歷史語境，重新建構立基

於不同人群所經歷的歷史，是值得嘗試的方向。 

大理曾是南詔大理國之首府，雖歷元朝治理，其政體在西南地區仍保有相當

之政治威望。自洪武十五年（1382）明軍進入大理以來，一系列治理政策逐一展

開：先是大量封賜土官，後來復有一波波漢人衛所移駐計劃。征服者的官員視大

理政治精英為溝通帝國與西南夷的中間人群，將之編整到一套以帝國為中心的政

治體系之中。他們先被稱為僰人，後被更正為白人。這批白人政治精英，先後前

往南京和北京，返鄉後，在帝國政治架構上發展出一套新的身分與社會網絡；與

此同時，許多非白人土酋也被封賜在大理四周山鄉腹地。這些從大理到北京，自

山鄉叢嶺浮現出歷史舞台的世族、僧人、土酋、流動人群與新興勢力，為本書揭

露了一幅生動歷史的序幕。直到明中葉，許多白人持續地在各地移徙，滇藏蜀邊

境以麗江木氏為中心的麼些人群勢力也逐漸崛起，將我們的視野從大理帶到北方

金沙江沿岸。此地緣社會擴張的過程，不僅是帝國邊界往北漂移，也是不同人群

競爭、結盟與相互協商出來的一段歷史。 

本書便試圖以西南人群為主體，來討論他們在明朝征服後成為政治意義上的

邊境社會時，人群流動、重組以及為爭取身分合法性而致力於重建歷史的過程。

值得提出來的問題是：多元的政治體系如何適應明朝的政治？人群如何區辨彼此，

界線如何維持？白人和麼些政治之消長，是帝國削弱地方的後果，抑或是土官社

會的擴大？無疑地，身為「華夷」中介者的白人尤其關鍵，他們或而積極參與官

僚體制，成為高度文人化的群體，或而擔任土官，二者身分各不相同，但在中央

                                                     
1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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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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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與西南人群間扮演著至為關鍵的角色，也因此成為本書研究的主體。假如說，

本書以白人為研究對象，那麼我更強調的是其為主體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流動與身

分選擇，以及因而延展出來與鄰近人群的社會關係。書中尤其集中於討論他們如

何透過聯姻將治理與書寫技術傳播到鄰近人群，並形塑一套整合社會的儀式體系

與歷史話語權。這涉及我們應如何把「族群」放回歷史動態的過程來討論，並且

從歷史中的行動者來重新加以思考。 

一、作為中心的邊境社會 

邊境社會是相對於政治中心而形成的，為重新認識其整體之生存條件，我們

必須重新檢視其區域地理與歷史之脈絡。3首先，簡單介紹西南地理與歷史的基

本架構：雲南分為東西二個部分，以大理、劍川到元江河谷為界，分為迤東與迤

西。迤東為崎嶇不平的高原；迤西包括了三江縱谷區、群山以及平緩河谷地帶。

4其西北方是番夷居處的廣大山區，緊鄰青康藏高原與西藏為界，北方與四川接

壤，極西則有三江與緬甸為鄰，形成一個南北高山縱谷的地理結構。其東南有南

盤江與元江，是為西江與紅河上游，通往東南沿海地區，也是百越人群的通道，

故有滇西北多氐羌，滇東南多濮越文化之說。5在這條通道上，白人和麼些人組

織的政治體系尤值得注意：八到十三世紀間，南詔大理國以大理為中心，其勢力

向北擴及四川南方，向南延伸到東南亞北部一帶。由於其治理主要集中在群山平

緩之區，古稱為賧（即壩子），由賧與賧之間形成相互交織的政治與社會網絡，

                                                     
3 學者以邊境（borderland）或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來取代邊疆（frontier）的概念。何翠

萍提出「界域」的概念來取代「邊界」或「邊陲」用語中所潛藏之中央與邊陲的二元性，認

為應重視界域內在的文化跨越與身分流動。參見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in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何翠萍、魏捷茲、黃淑莉，〈論James Scott高地東南亞新命名Zomia的意義與未來〉，《歷

史人類學學刊》，9：1（香港，2011），頁77-100。沈海梅，《中間地帶：西南中國的社會

性別、族群與認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4 雲南以元江為界，自大理劍川到元江河谷劃為東西二個部分，稱為迤東與迤西。迤東是崎嶇

不平的高原，迤西包括了滇西縱谷區以及西南之河谷地帶。清代以後，進而形成三迤的概念，

雍正時設迤東道，統轄滇東北、滇東、滇中、滇東南一帶；迤西道，泛指滇西、滇西北地區；

乾隆時析迤西道，另設普洱府，統轄滇中、滇南等地為迤南道。可參見方鐵主編，《西南通

史》（鄭州：中州出版社，2003），頁1-2。 

5 白族簡史編寫組，《白族簡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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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大理統治階層在雲貴高原人文地景上呈現分散型的貴族統領格局。再者，書

中以山鄉統稱連結賧與賧之間的山區社會，想要以此突顯山鄉與壩子在環境與政

治生態互依互倚，乃至明朝治理下山鄉疆域（mountain frontier）之愈來愈重要的

情形。 

在歷史中，大理代表著西南王權的中心，其曾以佛教立國，透過佛教政治體

系成為維繫四周人群與部酋政治聯盟的紐帶。6同時，北方另一股人群，稱為麼

些，長期遊走於大渡河以南一帶，是散居於大理與吐蕃間的中間人群。十三世紀

中葉，麼些酋長助忽必烈蒙古大軍南下征服大理，被封為世襲麗江路宣撫使，成

為滇川間愈來愈重要的勢力。是以，白人為中心的大理金齒宣慰司與麼些為中心

的麗江宣撫司成為迤西二股重要的政治勢力。於是，我們大致看到此二人群各別

建立其政治體系：大理維持六百年左右的佛教王權，直到十四世紀明軍進入雲南，

其貴族勢力仍然是組織西南人群的重要政治架構；而北方麼些人群則在十四世紀

崛起，麗江府木氏成為滇藏蜀間愈來愈重要的政治勢力。7 

自十五世紀以來，移居雲南的漢人逐漸增加，其中包括制度性移民如漢人衛

所，還有許多商人以及數量未明的寄籍者，其人口總數很難有效評估。據研究指

出，萬曆年間，漢人衛所登記之壯丁便有二十三萬人，方國瑜先生認為此應是二

十三萬「戶」，這些數目尚還不包括商人、流寓與寄籍者。再者，十八世紀時之

移民人口呈現戲劇性的增加，十九世紀到達高峰。8這些增加的人口對地方社會

帶來許多變數，如間接推動區域土著人口的移徙與流動。再者，戰爭、軍隊徵調、

礦產開採與鹽銷制度等等影響地方社會人群結構的制度性條件，也使得人群在壩

區或山鄉更頻繁地交通往來，產生更多的合作與衝突。 

人口流動與移徙背後的趨力更值得我們加以留意。施堅雅（W. Skinner）將

中國西南劃入中華帝國九個區域的其中之一，無疑地，它是對外開放的一個體系：

                                                     
6 連瑞枝，《隱藏的祖先：妙香國的傳說和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7 在今日之少數民族識政策下，麼些被劃為納西與麼梭二種少數民族。李霖燦，〈永寧土司世

系〉、〈永寧麼些族的母系社會〉，收入氏著，《麼些研究論文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1984），頁249-265。又Chuan-Kang Shih, “Genesis of Marriage Among the Moso and 

Empire-Buil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381-412. Christine Mathieu, History and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Ancient Kingdoms of Sino-Tibetan Borderland: Naxi and Mosuo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8 方國瑜，〈明代在雲南的軍屯制度與漢族移民〉，收入林超民主編，《方國瑜文集》（昆明：

雲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3輯，頁145-319. James Lee, “Food Suppl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Southwest China, 1250-1850,”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1, No. 4, 1982. pp. 71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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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緬藏邊境的三條河川呈現南北流向，由東南亞港口出海，來自於海洋愈來愈重

要的貿易也使得此「區域」（region）的概念不應只停留在「雲南」或「中國西

南」，而是隨著一波一波的人群與資源的流動、交換與貿易將其擴展到更大的區

域範疇。9十四末至十七世紀末的三百年間，中國南方發生了一系列重大外緣條

件的變化，我們很難忽略白銀貿易在港口為中心的海洋貿易中所扮演的重要性。 

二股力量特別值得提出來討論。其一是港口的力量，當太平洋的白銀在沿海

扮演愈來愈重的角色時，原來以內陸為中心的政治經濟交換網絡，逐漸被港口為

中心的市場腹地關係所牽制。東南亞史的研究者Victor Lieberman在其鉅著

Strange Parallels論及十六世紀以來的沿海港口貿易，造成東南亞內陸邦酋政治與

港口新興政治體間的二元拉鋸戰。10李塔娜（Li Tana）指出在安南南方崛起的

阮氏集團，也隨著不同人群、移民與商業貿易，產生一股新興的政治文化。11再

者，十六世紀末以來，西南流通貨幣由貝幣轉向使用白銀，這種來自於印度洋流

通千年的海貝，在白銀的競爭下，長期走貶，直到十七世紀末，白銀終於成為西

南具有支配性的流通貨幣。12這也說明海洋貿易在經濟層面不斷地改變了內陸政

治的局勢。 

亞洲內陸政權也同時面對另一股政治性的變化：明永樂帝在北方奪取皇位後，

積極在帝國邊區擴展並部署隸屬於皇帝個人的偵伺體系，雖非正式之官僚機構，

但其延伸勢力以及所造成的效果幾可與之匹敵！他為拉攏邊境勢力，大力延請藏

傳佛教高僧到北京，封賜頭銜以及僧官職銜，此舉並非單純地出自於皇帝個人宗

教上的興趣，更多地是為了鞏固帝國邊境之政治聯盟。藏漢邊境之政教勢力如何

在明朝宮廷支持下獲得長足發展，是亞洲內陸極為重要的歷史議題。這種結盟間

接鼓勵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勢力往青海、四川以及雲南北部逐漸擴張。13西藏歷史

                                                     
9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1 (1964): 3-43; No. 2 (1965): 195-228; No. 3 (1965), pp. 363-399. 

10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Vol.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 李塔娜（Li Tana）著，李亞舒、杜耀文譯，《越南阮氏王朝社會經濟史》（北京：文津出

版社，2000）。 

12 張彬村，〈十七世紀雲南貝幣崩潰的原因〉，收入張彬村、劉石吉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

論文集》，第5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153-186。Yang 

Bin,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 祝啟源，〈明代藏區行政建置史迹鈎沉〉，收入《藏學研究論叢》（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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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Geoffrey Samuel便指出亞洲內陸存在著以拉薩為中心的政治聯盟模式。14

近年來提倡新清史的研究者更擴大其研究範圍與視角，指出滿清帝國在中國內部

以儒家意識形態進行統治，然在與帝國之北方、西北部落政治聯盟以及西藏政權

之間仍然採取古老的佛教儀式強化政治結盟，因而建立多元族群的佛教政治

（multiethnic Buddhist state）。15亞洲內陸的佛教政教關係，不只是政治性的，

也是經濟性的，它們在長程貿易時整合周邊人群與資源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前近代全球化的過程中，帝國邊境外緣貿易使得金、銀與鹽井等資源

愈來愈顯重要，而強化對盛產礦產雲南地區的治理便顯得愈來愈具迫切性，於是

麗江木氏土官勢力因此逐步擴大，成為後來整合各地方資源的政治力量。再者，

明宮廷對採買孟密寶石保持高度的興趣，致使西南邊區產生一股熱絡的「寶石熱」

（gem fever），造成大批流動人口參與雲南採銀礦的活動。雲南之白銀被運到南

方跨境的孟密一帶進行採買與交易活動，又促使其邦酋整合成為一個足以應付其

貿易規模之政治體；孟密鄰邦如八百大甸，也在明朝朝貢貿易過程中重新整合內

部之部酋政體。16活絡的經濟活動不斷刺激部酋之間的相互整合。 

                                                                                                                                                      
1993），第5輯，頁225-260。Hoong-teik Toh, Tibetan Buddhism in Ming China (Ph.D. the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陳楠，《明代大慈法王研究》（北京：中央民族

大學出版社，2005）；佐藤長著，鄧銳齡譯，〈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上）〉，《西藏民族

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3（咸陽，1987），頁21-34；〈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下）〉，

《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4（咸陽，1988），頁52-61。建立在漢籍文

獻的密教高僧研究很難突顯其藏傳佛教不同教派之間的政治與資源競爭。但如果在地方社會

來觀察，可以看到許多藏傳佛教社會內部政教歧異的過程，參見約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

著，劉宗岳等譯，《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9〔1945〕）；郭大烈、和志正，《納西族史》（成都：四川

民族出版社，1999）。 

14 Geoffrey Samuel, 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 

15 Johan Elverskog,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ity Press, 2006).又參考John R. MacRae, “Camparing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Buddhism: Looking at Traditional China from Margins,”〈東亞與東南亞佛教之

比較：從邊緣看傳統中國〉，《中華佛學研究所》，卷22，頁97-123。 

16 Sun Laichen, “Shan Gems, Chinese Silver and The Rise of Shan Principalities in Northern 

Burma, C. 1450-1527.” Volker Grabowsky, “The Northern Tai Polity of Lan Na (Ba-bai 

Da-dian)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the Ming Factor,” in Geoff Wade and Sun Laichen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China Facto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6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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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海洋與內陸二股不同性質的貿易與朝貢風潮，是人群不斷地在山谷間緩

緩流動的趨力。不論是來自外地的官員、商人、為尋求生存的採礦者或是亡命之

徒，中央王朝對土官與流官的行政劃分無法阻止這些造成人口流動的趨力在有形

與無形的界線上游移。人群流動的規模以及其在西南地區的空間向度上所經營的

網絡，已超出正統史冊與文字所能記錄的範圍。我們必須將地方社會之時空脈絡

放在上述宏觀的地理與歷史發展，才得以更清晰地釐清看起來小規模的族群形成

背後之重大意義。 

由於帝國邊緣歷史與人群之複雜性，若未對空間範疇與研究架構加以界定的

話，可能都冒著捉襟見肘或是顧此失彼之風險。也因為如此，為使研究議題可以

獲得更具體的討論，本書主要集中於瀾滄江、金沙江與紅河之上游地區來作為研

究場域。人口流動與族群形成息息相關，這看起來是相當弔詭的現象，但人口流

動所造成的文化相遇（encounter）正好提供區辨異己此分類概念的蘊床。從人文

地理的角度來看，大理非常適合放在二種不同文化交滙處來加以討論。如果從南

京或北京的政治中心來看，大理無異是極其邊陲的；從印度或南方東南亞的角度

來看，大理也是邊陲；又，從吐蕃的角度來看，大理則是其東南之邊陲。作為亞

洲諸文明之邊緣，大理及四周人群社會在吸收周邊文化與諸大政治體系之間的交

涉與協商過程，其角色卻相當核心。 

二、從身分到族群 

大理統治貴族被稱為白人，在少數民族識別政策下被稱作白族。新興崛起的

麼些土酋，後來在少數民族政策下被稱為納西族；大理統治貴族成為白族，麗江

土官社會成為納西族，二者並不是一套靜態的、線性發展的過程，在白人和麼些

之間，文獻還記載著如古宗、百夷、倮夷、西番等，此等人群分類概念都必須放

回地方語境的脈絡中來加以討論。 

（一）族群與歷史 

我們先倒過來看當代對於族群的討論。族群往往是不同人群相遇時為產生區

辨所相互形塑的後果。學者對族群的討論主要分為三種，包括了本質論、建構論、

主觀情境論。五十年代，中國參考史達林（Joseph Stalin）對民族所採取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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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境內之各種不同語言、祖先、文化與風俗等條件將人群劃分為不同的少數民族。

本質論的好處是便於政治管理，然對生活經驗中的人群來說，本質論往往不符實

際社會運作之情形，如吳燕和在白族地區的研究指出，當地居民有許多跨人群通

婚之情形。17郝瑞（Steven Harrell）在大小涼山的研究則指出：國家政策建構與

塑造民族時扮演積極性角色，但實際上彝族不同支系在自稱、語言、文化、社會

組織方面各有歧異。18顯然地，上述研究皆指出本質論在人群界線層面的討論相

當勉強，也不符常態性的生活經驗。但如果因此就認為少數民族是國家民族政策

一手主導所建構，那又簡化人群內在長期所共享的價值與歷史經驗。也就是說，

我們既無法單一地接受國家的、行政界定的時空框架及人群概念，而人群之主觀

認知又往住受限於與日常生活的結構關係，於是人群與制度相互對話與調節的過

程便成為族群形成的主題。此歷史過程的討論涉及族群史的研究對象究竟是誰，

在趨近區域社會中的行動者時，也面對了方法論的問題。19 

昔日之民族史和邊疆史的研究和上述致力於釐清族群主體的研究取徑擦身

而過。顧名思義，民族史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單位，如白族史、彝族史或納西族史

等等。民族史學者更重視特定人群之文化特色、語言、風俗，乃至於以既定民族

範疇的歷史為討論主題；邊疆史研究則側重於帝國治理的層面，包括土官制度、

移民與儒學教化等等政策的推動。前者是帶著現今既有的民族框架來追溯過去，

其基本假設是人群長期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後者是由古而今，從治理者的角度

出發，假設帝國和邊疆社會的關係是穩定的統治者與被統治的二方。此二者都預

設社會內部與外在的關係是持續性，忽略社會內在隨著各種交換與流動所產生其

他型式的變化。如果，民族史或是邊疆史二者之間能夠產生共同研究焦點，那便

是處於中介者的土官社會與土官制度。在文獻材料上相對易於操作，這也使得政

治代理者的土官集團成為受到注目的對象。 

近年之土官相關研究累積不少的成果，其重心逐漸從制度轉到制度對土著社

會（indigenous society）的影響，如儒學教化與父子繼承對土官世系政治生態的

衝擊，土官制度如何改變地方社會的權力結構，進而將其納入帝國疆界的一部分

                                                     
17 吳燕和（David Wu），“Chinese Minority Policy and the Meaning of Minority Culture: The 

Example of Bai in Yunna,” in Human Organization 49(1): 1-13, 1990. 

18 溫春來，〈彝、漢文獻所見之彝族認同問題──兼與郝瑞教授對話〉，《民族研究》，2007：

5（北京，2007），頁74-82。 

19 劉志偉、孫歌，《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於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香港：大家良友書

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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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其研究範圍從黔西北、廣西與中緬泰邊境都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20然

而，土官（native official）作為帝國與邊境社會的中介者，無疑猶如社會地方精

英的角色，土官政治如何成為標誌人群的象徵符號，乃至於其身分與社會分流如

何導向族群的形成等等，都是有待進一步討論的議題。 

（二）儀式政體 

由於明朝在廣大的西南地區施行大規模的土官制度，許多研究的焦點多放在

土官制度的施行，反而忽略作為凝聚人群的儀式架構。我們應將西南放在亞洲內

陸不同地理條件與儀式體系之地緣條件，重視其周邊文化及東南亞王權研究帶給

我們的啟發。無疑地，即便最單純的部酋社會都有一套維繫其運作的儀式，如東

南亞高地或低地不同政體的社會模式；21乃至於東南亞許多古老王權建立在佛教

意識形態上所發展出來的儀式政體（ritual polity），依據Tambiah的說法，其猶

如銀河星系般（galactic），雖有類中心政體，然其多元的中心以及其與周邊社

會的多重層關係，並不是建立在政治機構性設置與人身及經濟的支配，而是儀式

性的饋贈與互惠原則之上的。22 

西南歷史的持續性以及多元性是與該地區擁有如此豐富之儀式傳統與政治

體系密切相關。西南政治以聯姻來鞏固跨氏族間的部酋聯盟，並透過佛教聖王阿

育王與古哀牢夷的九隆兄弟二種傳說來擴大與周緣政治的系譜關係。許多氏族社

                                                     
20 John Herman, “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JAS 

56.1 (Feb. 1997), pp. 47-74.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北

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Jennifer Took, A Native Chieftaincy in Southwest China: 

Franchising a Tai Chieftaincy under the Tusi System of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Press, 

2005). C. 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s,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Press, 2006). 

21 李區（Edmund. Leach）著，黃道琳譯，《上緬甸諸政治體制：克欽社會結構之研究》（台

北：唐山出版社，2003）。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 Stanley Tambiah, “The Galactic Polity in Southeast Asia,” in Culture, Thought, and Social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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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聯姻與信仰佛教成為政治體系中的一員，而其貴族社會也透過此儀式聯盟

來維持身分與社會秩序。23與之相對等的勢力是滇黔蜀間另一股以彝人為主體的

雄長政治，其採取部酋聯盟、祖先敘事以及特有的儀式體系來建構其政體。24也

因為如此，儀式與傳說儼然成為重組與區辨人群重要政治機制。儀式的重要性不

僅止於此，它具有凝聚親屬與確定社會關係的作用，並產生日常生活之意義與價

值體系。許多重要研究告揭示儀式與親屬在建構基層社會時之至關重要性，表現

在居住模式、生命儀禮乃至人觀的討論。25 

但若要將儀式與親屬放在歷史脈絡中來討論，這勢必涉及不同規模之政治體

系相互遭逢的過程。明朝在天下推動的儀式與祀典，包括明初之里社制度以及嘉

靖正祀典等儀式改革，成為基層社會重組人群與區辨異己的重要框架。中國南方

人群在儀式轉向時，也發生一連串之社會重組的歷程。我們必須注意二個層次的

討論：一是儀式到禮儀：地方社會原來有各式各樣的「儀式」，經由不同的經典

化歷程，抬升為具有抽象又普世性價值的「禮儀」。二是經典化奠定儀式正統，

強化華夷分類之別。 

中國社會之歷史人類學研究已有許多豐碩的研究成果。不論是從廣東珠江三

角洲宗族社會，或福建莆田平原村社聯盟社會，到其周緣不斷開展出來一系列的

討論，乃至華北地區等等。在十六世紀大局勢的變化下，二套制度的設置極其關

鍵，一是嘉靖年間全國禮儀改革，一是萬曆年間之賦役折銀；珠江三角洲的士人

採用正統禮儀將此儀式貫徹到基層社會，進而塑造了以祭祖為名義的儀式機構。

地方人群也紛紛透過新制度所建立的合法性基礎，以文字書寫、符號使用來賦予

社會組織的能動性；基層社會之儀式單位與政治治理的架構相互強化，使儒家意

識形態得以成為文化標籤繼續推動社會之運作模式。萬曆賦役折銀的改革措施復

又強化人群與社會流動的機會，使得愈來愈多具有正統意義的文化標籤，被新興

社群用來作為重構、擴大或重組社會的合法性基礎。作為不同性質的「邊境」也

                                                     
23 連瑞枝，《隱藏的祖先：妙香國的傳說和社會》。 

24 這部分請參考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

同》。 

25 參考前述E. Leach之專著。中國西南之相 關研究，請參見Ho Ts’ui-p’ing, “Gendering 

Community Across the Chinese Southwest Borderland,” in David Faure and Ho Ts’ui-p’in, eds., 

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Imperial Expansion and Indigenous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3）；何翠萍，〈變動中的親屬倫理：

二十世紀晚期中國山居戴瓦家屋人觀的案例〉，《台灣人類學學刊》11：2（2013），頁8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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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帝國軍事制度以及地方歷史性條件而形成不同的社會樣貌。26 

「華夏社會」不是一套靜態的社會設計，它是不同人群透過攀附祖先、文字

化系譜、編纂族譜、參與科舉考試或是符合王朝期待的正統儀式等等共同形塑而

成，它是邊緣人群積極參與文化建構的後果。27昔日之學者以「漢化」來描寫「夷

人」學習儒教並使用漢人的符號的過程，這些語彙往往淡化行動者的主動性，也

簡化在地方上所發生的各種複雜的歷史過程，包括了帝國的治理技術如何影響邊

區社會，而地方人群又如何選擇遷移或進行其他有效的因應措施等等。 

中國南方人群各有其不同適應帝國的方式，形成了畬、傜、疍、黎人等等。

不論住在深山叢嶺或水邊，他們接受與適應帝國之情形不一，或無法以官方禮儀

體系作為組織人群的架構，後來亦採用宗族或鄉社組織的外衣，透過追溯祖先、

製作譜系，將其人群的過去攀附在正統歷史的文化架構中。28這些人群以各別方

                                                     
26 最為典型的討論可從華琛（James Watson）的天后標準化一文開始談起，官府一方面需要採

用封賜神來吸收地方神明，鄉里社會也透過正統符號的使用來論證其行為的合法性。於是，

民間不是採納官府頒訂的儀式符號如天后，或是在歷史系譜中找到符合祖先形象的祖先，作

為 其 儀式 的對 象， 許多 地區 都已 逐 漸展 開相 關 深度 之研 究， 參見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David Johnson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92-324.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

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鄭振滿，

〈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證〉、〈明清福建里社組織的演變〉，收入

氏著，《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頁210-253；科大衛，《明清社會和禮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趙世瑜主編，《長城內外：社會史視野下的制度、族群與區域開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16）。 

27 劉志偉，〈祖先譜系的重構及其意義：從珠江三角洲一個宗族的個案分析〉，《中國社會經

濟研究史》，4（廈門，1992），頁18-30；鄭振滿，〈莆田平原的宗族與宗教：福建興化府

歷代碑銘解析〉，《歷史人類學學刊》，4：1（香港，2006），頁1-28。科大衛、劉志偉，

〈「標準化」還是「正統化」？──從民間信仰與禮儀看中國文化的大一統〉，《歷史人類

學學刊》，第一、二期合刊（香港，2008），頁1-21；科大衛著，卜永堅譯，《皇帝和祖宗：

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8 瀨川昌久著，錢杭譯，《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David Faure an Ho eds., 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Imperial Expansion and Indigenous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 (Toronto: UBC Press, 2013). 近來有關水上人的研究可參見He Xi 

and David Faure eds., 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An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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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媒介來創造想像中的文化正統，有的用英雄取代祖先；如傜與壯採用改造後

之道教經文與儀式來組織社會。29這些人群即便吸收正統文化符號「成為」漢人，

在官方漠視或容忍之下，草根的泛靈與地方信仰，仍得以依附在合法祀典的架構

下解決社會共同面對之危機。30這種長時段的政治相遇與文化適應，持續地產生

許多不同族群政治的格局，如怒人與苗人長期逃離到政治未及之邊緣地帶，在清

末民初以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儀式作為重構社群現代性的媒介。這種視儀式為擬官

僚體系的認知與權力架構，是形塑南方人群內在認同的重要理路。31帝國擴張與

文化邊緣往外漂移互為表面，這都與人群學習與抵制所謂「正統儀式」的過程有

關。 

適應帝國之制度時，是否等同於國家內化的過程呢？不論是漢人社會或是非

漢社會，其在歷史中並不是以均質的二元化過程形成，尤其可從其親屬、婚姻乃

至在社會結群的儀式展演所形成的文化機制中可窺其微妙之差異。最根本的，還

必須從基層親屬關係來討論其組織社會的核心力量，如宗族此意識形態及權力架

構如何在婚姻及財產繼承層面影響社會的日常生活；西南的土官如何透過神話、

傳說和各種儀式性符號來強化地方政治，甚至利用土官制度來強化氏族部酋處理

地方政治危機的能動性。因而，我們往往可以看到這些「非漢」人群在仿效帝國

制度的同時，也以此用來適應、仿效或抵制文化覇權的擴張。 

                                                                                                                                                      
Anthropology of Boat-and-Shed Liv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9 David Holm, Killing a Buffalo for Ancestors: 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Monograph Series on Southeast Asia No. 5). Kao Yaning, “Chief, 

God, or National Hero? Representing Nong Zhigao in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Society,” in 

David Faure eds., 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pp. 42-65. Chen Meiwen, Gendered Religion and 

Manuscript: Women, Goddesses, and the Chinese Imperial State (Ph.D. Disseration, Leiden 

University, 2016). Barend J. Ter Har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Yao Charters,” Paul van 

der Velde and Alex McKay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Asian Studies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p. 3-18. 

30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漢人社會」仍是個有待討論的議題。如果以接受儒家禮教與科舉來界

定「漢人社會」的話，那麼中國周邊之王朝如越南社會長期使用漢文教育、鄉社與儒學科舉

制度，將是個絕佳的例案來深化這個問題。又若從宗教儀式或親屬原則來界定，我們也無法

以簡化不同地方文化在複雜歷史過程所留下許多「非典型」的文化表現。 

31 Huang Shuli, From Millenarians to Christian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Bureaucracy in Ahmao 

(Miao/Hmong) Society, 1850s-2012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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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朝制度與「邊境」社會 

本書所討論的時間主要從洪武十五年明軍進入大理，止於清初大規模改土歸

流。「明朝」對西南政治有許多重要的意義，一是土官制度；二是官辦鹽課；三

是差發金銀。自此以後，大理的政治範圍從大理金齒宣慰司縮小到只剩下大理府。

雖然以大理為中心的社會網絡、貿易圈與人群流動之幅員並無法用行政劃分的架

構來討論，但明初土官制度的施行對其政治生態之影響意義深遠。 

明朝在西南施行的土官羈縻制度並不是一套一開始就已規畫完善的制度，它

在實際運作時往往為適應當地之局勢而做出彈性的調整。本書之所以特別重視地

方政治，主要因為明初之西南還保留許多貴族與部酋政治的傳統，他們以多元的

方式適應土官制度，也正是此區域歷史的特殊條件，使雲南土官之數量位居各少

數民族地區之冠。32再者，土官制度至今仍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如明朝將土

官分為二類，一是文官系統的土官，一是武職土司。土官是流官轄區所設，而土

司指的是宣慰司，前者隸屬吏部掌管，後者則為兵部掌管。33這種羈縻政治將廣

大區域設計成為一個具有內外漸層關係的政治領域，對土流並置區的人群而言，

他們長期遊走於二種身分的選擇，成為土人，或成為齊民百姓。土官雖有被改流

的威脅，但邊地仍然高度仰賴土官治理，所以多重氛圍下的地方政治是變化多端

的。第三，土官雖是羈縻政治，然迫於中央財政愈加困難，明中葉以來土官承襲

改以納銀，使得土官身分逐漸產生貨幣化，間接形成土官社會內部土地流動並產

生資本化的情形。34不論是制度、身分的選擇到貨幣化過程，土官制度在形塑邊

                                                     
32 龔蔭，《中國土司制度》（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2），頁56。 

33 學者皆注意到土官與土司有所區別，如龔蔭將土司分為文職土司與武職土司；江應樑認為土

官與土司不同，前者隸吏部，後者隸兵部管轄。杜玉亭則認為此二者並沒有實質上的區別，

主要是土知州府縣等亦可以領土兵作戰。參見龔蔭，《中國土司制度》，頁57-70；江應樑，

《明代雲南境內的土官與土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58）；杜玉亭，〈土司職稱及

其演變考釋〉，《學術研究》，6期（廣州，1963），頁98-103。結合土司制度與黔西北地

方政治的討論，參見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

發與認同》，頁45-53。 

34 這方面的研究逐漸引起學界的討論，如溫春來對土官區賦役問題的討論可見其書第二章第三

節。Jennifer Took書中第八章討論廣西土官轄地之地權問題。又James Wilkerson, “The 

Wancheng Native Officialdom,” in David Faure and Ho Ts’ui P’ing eds., 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pp. 187-205. 這些對土官轄區土地買賣的討論大多集中清雍正改土歸流以後。然滇

西山鄉情形略有不同，山鄉羅羅人的土地登記始於嘉靖年間，萬曆時便有土地交易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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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社會所產生結構性的影響相當深遠：如麼些分別受麗江府與永寧府二位土官治

理，隨其政治與文化策略不同而形成有文字的納西人與無文字的摩梭（即麼些）

人。35同樣地，白人被劃入土官與流官治理，也產生土著化與士人化二種極端的

轉型。這些都是在明朝土官制度的歷史脈絡下所形成的變化。 

明朝「析土分治」來削弱土官勢力，但土官承襲折銀的貨幣化過程，又使得

土官政治網絡與社會結構產生「變形」與重組的情形。「變形」是指政治網絡產

生一種扭曲並且形成上下的支配力量，尤其萬曆邊戰所引發之財政問題，使得掌

握資源的土官在貨幣化過程扮演愈來愈吃重的角色。當我們進入土官社會內部的

發展細節時，也發現折銀導致的財政問題強化土官社會之緊張關係。也就是說，

政治制度在引入西南地區時，的確發揮相關的作用，但本書更想要描寫地方社會

如何藉由這種局勢的改變來創造新的局面，時間也正好發生在十八世紀初清初改

土歸流以前。 

沒有被編入土官制度之中，則有僧侶集團、編戶齊民下的太和縣民、灶戶、

山上的「盜匪」以及自外來移民而來的衛所軍人等等。他們以不同的文化符號來

區辨彼此的社會界線，也建構出得以容納身分流動與相互協調的文化機制。正是

這一段歷史經驗，奠定西南不同人群間的系譜關係以及異己觀，包括了他們如何

對過去進行選擇性的記憶與遺忘，進而在歷史系譜中重構不同人群的社會關係。 

衝擊區域政治秩序的還包括官鹽政策。由於鹽井多位於土官轄區，鹽課與土

官制度在地方上形成結構互斥的二項政策。對山鄉地區來說，鹽是社會交換的基

本資源，官收鹽課，便深深威脅山鄉政治。36官鹽政策先是衝擊大理東部之山鄉

                                                                                                                                                      
見連瑞枝，〈鶴慶地區契約的整理與初探〉，收入寸雲激主編，《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

第5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頁186-235。 

35 李霖燦指出川滇邊界的永寧曾是沒有文字的麼些人所居住的地方，在麗江木氏土司的擴張下，

致使永寧麼些人分為有文字與無文字的二種人群，其婚姻法則亦劃分為父系與母系二種。李

霖燦，〈永寧土司世系〉、〈永寧麼些族的母系社會〉，收入氏著，《麼些研究論文集》，

頁249-265。又相關研究也可以參考Christine Mathieu, A History and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Ancient Kingdoms of Sino-Tibetan Borderland: Naxi and Mosuo. Mellen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11. 

36 明朝將鹽納入官賣，頒定戶口鹽課制，鹽課也因而成為帝國財政的來源。參見徐泓，〈明代

的鹽法〉（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3）。清朝山鄉鹽區的討論，參

見黃國信，《區與界：清代湘粵贛界鄰地區食鹽專賣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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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民，導致長期的山鄉動亂。37遠在大理西部極邊的鹽井，仍掌握在土酋手上，

直到萬曆鹽課納銀，貨幣化經濟才正式衝擊山鄉社會，其所引發的人群流動與政

治效應也相當重要。38觀察大理鄰近土官轄區鹽課施行的情形，便可以看到山鄉

人群流動以及社會關係的變化。 

最後，需要注意的是差發金。差發與珍貢是邊境土司向中央朝廷定期定額的

貢賦，原來只針對邊境土司進行徵收，然因朝廷徵派無度，後來竟以銀課方式將

差發與珍貢攤派至雲南諸府，對民間經濟影響甚鉅。39這雖非本書重點，但麗江

土官地位的崛起，與其在金沙江控制礦產資源所造成的財富累積有關，這使得木

氏成為富甲一方之邊藩世家，也在西南土官政治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上述幾項政

策可知，土官轄有土民，鹽課與差發則攸關人群網絡、貿易與社會流動；前者傾

向建立固定的政治關係，而後者鼓勵人群的流動與移徙。從制度層面來看，二者

似互不相涉，但土官與非土官轄區不對等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卻為族群政治創造

許多變因。本書無法針對上述三項制度的歷史與演變加以討論，但將會重視這些

制度所產生的階序化與貨幣化效果，以及其對山鄉土地與社會關係所產生的影

響。 

四、社會內在的趨力 

在上述時間與空間的研究脈絡下，區域社會內部有二種力量同時發生，一是

                                                     
37 連瑞枝，〈土酋、盜匪與編民：以雲南山鄉夷民為核心的討論〉，《歷史人類學學刊》，13：

1（香港，2015），頁19-56。 

38 萬曆鹽課徵銀占全國課稅之半，其商品經濟繁榮的假象是帝國財政太過仰賴承攬包稅的中介

者商人的結果。參見黃國信，〈萬曆年間的鹽法改革與明代財政體系演變〉，收入明代研究

學會編，《全球化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三）》（台北：東吳大學歷史系，2008），頁

288-304。Wing-kin Pu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ublic Debt Market in 16th-Century China: The 

Story of the Ming Salt Certificate. 又，滇西鹽井文化研究，參見趙敏，《隱存的白金時代：

洱海區域鹽井文化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1）。 

39 梁方仲，〈論差發金銀〉，收入氏著，《梁方仲文集：明清賦稅與社會經濟》（北京：中華

書局，2008），頁463-471；古永繼，〈明代宦官與雲南〉，《思想戰線》，1期（昆明，1998），

頁188-193；楊煜達、楊慧芳，〈花馬禮──16-19世紀中緬邊界的主權之爭〉，《中國邊疆

史地研究》，2期（北京，2004），頁74-82。雲南白銀流入東南亞對其內陸寶井邦酋之政治

影響，可參Sun Laichen, “Shan Gems, Chinese Silver and the Rise of Shan Principalities in 

Northern Burma, c. 1450-1527,” pp. 16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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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源交換、運輸以及網絡經營而形成平行的、流動的聯盟關係；二是重視控

制資源與機構的設置，講究整合的、具有秩序的階序社會，不論是土官或流官政

治。理論上，在平緩之農業生產與人口聚集處，採用中央官僚體系管理之，鼓勵

士人建立一套符合儒教倫理的鄉里社會秩序；相對地，山鄉地形與物質條件的限

制，使鬆散的部落邦酋與平行的聯盟政治成為常態。但是，盛產各種礦產資源以

及連絡人群的道路，使得流動人口湧入山鄉，不斷衝擊著這種看似穩定的二元性

社會。雖然，James Scott指出高地社會是人群為逃離低地社會所產生的政治後果，

但是，在從長時期的歷史研究指出，高地與低地社會是在不斷地、持續地和周遭

環境的變化下相互打交道，進而做出不同程度的調整。40重要是，山鄉自然資源

與條件也促使其人群也在某種局勢捲入「貨幣化經濟」，他們也會重新建立一套

足以支持其生存下去的運作模式。本書想要處理的是山鄉社會如何形成一套回應

外來力量介入的機制，他們又如何重新組織並修復社會關係的過程。 

為討論這樣的過程，本書以制度性身分為架構，章節內容則依循著不同人群

的歷史經驗來談他們重組社會的過程。主要可以分為四個切入點： 

（一）身分形塑 

本書以三種身分，分別是僧人、士人與土官為書寫架構。這些身分由三類不

同的制度所支持，一是僧侶與僧綱司，一是士人與儒學制度，一是土酋與土官制

度。大理世族共享這三種制度帶給人們不同的歷史經驗，同一世族可能產生內部

身分之分流，分別擔任僧人、致仕或擔任土官；相同的是他們都必須離開大理社

會，赴京朝貢、進入國子監，或是被派往遙遠的州縣擔任低階官員、吏職或學官；

但也因此，在返回大理後，他們以此身分作為重組人群與社會的框架，因而形成

三套結群的方向與網絡。弔詭的是，明初的政治氣氛似乎為他們帶來表面上的樂

觀情調，但後來此三者在制度化身分漸行漸遠，甚至產生結構性互斥的情形：僧

人世族與士人集團在價值選擇上不同；土官社會和士人集團所象徵的利益也不同。

這些衝突與競爭並不來自於社會內部，而在於授予身分合法性的制度。 

                                                     
40 李區（Edmund. Leach）著，黃道琳譯，《上緬甸諸政治體制：克欽社會結構之研究》（台

北：唐山出版社，2003）。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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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儀式和系譜 

這些不同身分的人群如何採用新舊二套儀式語言來重新建構他們的社會關

係？雲南地區原有一套連結人群的儀式體系，即人群依附在神山與山神之保護下，

並在佛教經典化（Buddhist canonization）的政治過程中，將國王、貴族與部曲氏

族的關係，組織成為佛王、山川護法或龍王的信仰模式。佛寺成為連結此三者的

社會紐帶，將宗教、王權與地域社會串連成一整體的機構性關係（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這雖然是被簡化後的理想模式，我們必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

它如何適應明朝正統儀式的運作。僧人、士人與土官各有其象徵性的合法機構來

維持其儀式性的身分。較重要的改變發生在正德嘉靖年間，在打擊淫祀與正祀典

的氛圍下，原來儀式傳統轉而成為以儒教意識為主導的鄉賢與名宦的崇拜。本書

討論不同身分人群參與「新」儀式的過程，並指出他們如何為維持身分，紛紛採

用各種文化符號來建構系譜，同時也產生了將其祖先挹入中國古典歷史敘事的經

典化的歷程（canoniz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華夷和異己成為行動者用來宣稱儀式權的雙重策略。為區辨身分，被編入太

和縣的白人，以士人的身分建構出一套南京人的歷史敘事；僧人不是攀附在中原

正統的禪宗法脈，否則就是建構一個與之相互匹敵的梵僧或摩伽陀祖師傳說；土

官們則必須在地方土民社會宣稱具有正統性，包括神話與歷史的建構。尤其在嘉

靖年間，士人集團在鄉賢祠的祭典下紛紛編纂族譜；土官們則建立封建邊臣之祀

典來鞏固歷史系譜和記憶，強化家廟、佛寺與勛祠等等儀式。漢人在清初裁撤衛

所時，也積極投入了將祖先奉為官祀的活動。 

這三者之間並不是對等的關係，尤其佛寺的儀式與經濟基礎受到不同勢力的

競爭，僧人的角色首當其衝。作為具有產權機構的寺院不斷地被挪用，成為廟學、

書院、宗祠、家廟與鄉里社祭。 

（三）聯姻與結盟 

系譜關係和歷史敘事是西南人群適應不同政治制度時用來調節身分而建構

出來的，其意圖是政治性的，但卻以宗教的形式表現出來，更根本的是內部的社

會關係決定操作的方式。這種社會關係非常重視聯姻的價值，僧人、士人與土官

社會皆然，與聯姻密切相關的是認養異姓與贅婿之地方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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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西南社會的運作法則與中央王朝所提倡的父子相承的概念相互

悖離，土官也被廢大多源自於此類之衝突，並以違背儒家倫理收場。在另一方面，

土官採取折衷方式，透過更大的聯姻網絡來強化土官間之政治聯盟，也並以橫向

的親屬網絡來鞏固父子世系的身分繼承。也因為如此，土官採用世襲制度與聯姻

策略，造成土官集團勢力的擴大，同時也形成等級明確的階序社會。 

（四）作為技術的歷史書寫 

文字書寫是一種特殊的技術，在傳播知識與建構社群時所扮演的角色應該受

到更多的重視。不同身分的書寫者，對邊境人群的投射以及後續所產生知識累積

的效果，是吾人建構他者歷史的重要素材。41但是，我們應該更大膽地追問：地

方人群如何主動參與書寫歷史，其潛在的社會意圖何在，他們如何學習技術用來

論證身分的合法性？當象徵典範的、正統的歷史敘事愈來愈具主導性時，尋常百

姓與鄉士大夫仍然仰賴昔日開國觀音與祖師信仰來維護其鄉里生活的正當性，也

透過各種神話式的傳奇書寫，來論證其地方社會的傳統。這些白人的書寫與文字

技術，透過墓誌銘、志書、族譜傳達符號式的意義體系，它們意味著特定的意識

架構以及集體意圖。同時，愈來愈具有文化與政治實力的土官，為與帝國和官員

所建立的典範歷史相抗衡，另行建構了一套以山鄉為中心的古天竺歷史敘事。西

南地區這種紛歧的又看似矛盾與荒誕的傳說文本，其歷史旨趣便在於此。 

五、地方語境：文類、敘事與多重記憶 

上述的研究視角與架構使得本書對檔案選擇與使用的重心略有不同。政治遭

逢往往產生具支配性的歷史話語權，代表統治者的官方論述以及所留下的檔案往

往主導研究者如何認知歷史現場。而研究方法上最大的挑戰也在於如何將研究的

焦點放在社會內在的歷史經驗，而不是官方論述，也不是制度史的討論，更不是

                                                     
41 近來學界對描寫西南的文類與文本分析有不少之研究成果，主要從人類學與文學的角度對相

關圖冊與文集進行分析與討論。參見王鵬惠，〈族群想像與異己建構〉（台北：國立臺灣大

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胡曉真，

《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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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地方所產生的「影響」，或「衝擊與回應」二元式的討論，更不能視地方

社會對制度的全盤接受，而是地方人群如何適應、衝突、重組並重建社會的過程。

為回到地方語境脈絡來重建社會內在的歷史經驗，本書盡可能採用不同文類的檔

案相互論證，尤其當官府留下的檔案更具支配性時，我也儘量搜集民間文獻來作

平衡性的分析與討論。 

本書甚至更重視民間留下的材料，如墓誌銘、族譜碑、族譜以及廟碑等等。

這些內容適合用來討論滇西世族中的個人經歷、家族歷史、其如何適應社會變化，

乃至於幫助我們進一步討論貴族社會如何成為充滿流動關係的多元社會。這方面

的史料較多出自於大理平原弘圭山出土的數千片墓誌銘，其由民國年間之石鍾健

有系統地介紹，後來經由學者整理並與大理其他地區墓誌銘一起出版成冊，分別

收錄在《大理叢書．金石篇》、《大理古碑存文錄》、《白族歷史調查》（四）

42；在鶴慶地區之碑刻有張了與張錫祿主編的《鶴慶碑刻輯錄》43；楚雄地區有

張方玉主編《楚雄歷代碑刻》44；麗江地區有楊林軍主編之《麗江歷代碑刻輯錄

與研究》、《納西族地區歷代碑刻輯錄與研究》45；趙州有馬存兆《大理鳳儀古

碑文集》46；賓川之碑刻可見王富在《魯川志稿》的整理。47 

大理四周的族譜也相當豐富，主要分為二類，一是家譜，一是宦譜。大理僧

族原有法脈與世宦家譜的傳統，故其轉型士人後，留下不少家譜。這些文類有時

稱家譜，有時稱族譜，正好用來分析世族轉型為士族的過程。系譜具有政治上的

意義，由於這批士族自認其原來之貴族身分遠較移民漢人衛所地位更為尊貴，也

比四周土官的身分還高，故其轉型士族時反而以更積極的態度仿效華夏文明，採

用更為正統的經典來宣稱身分的正統性。本書視家譜為檔案，透過其祖先源流、

                                                     
42 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金石篇》（全十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大

理市文化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大理古碑存文錄》（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5）；段金

彔、張錫祿主編，《大理歷史名碑》（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0）；方樹梅纂輯，李春

龍、劉景毛、江燕點校，《滇南碑傳集》（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3）；雲南省編輯組

編，《白族社會歷史調查（四）》（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 

43 張了、張錫祿編，《鶴慶碑刻輯錄》（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詔史學會，2001）。 

44 張方玉主編，《楚雄歷代碑刻》（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5）。 

45 楊林軍主編，《麗江歷代碑刻輯錄與研究》（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11）；《納西族地

區歷代碑刻輯錄與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 

46 馬存兆編，《大理鳳儀古碑文集》（泛珠三角歷史與社會叢書（三），香港：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2013）。 

47 王富，《魯川志稿》（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詔史研究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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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系到搭建系譜，乃至將姻親關係納入書寫之社會關係等等，進而論證大理貴族

之世系分流與身分競爭的情形。書中所採的族譜包括《太和龍關趙氏族譜》48、

《太和史城董氏族譜》49、《太和龍關段氏族譜》50、《大理古塔橋趙氏族譜》

51、《巍山李氏族譜》52等等。 

土官編纂的宦譜更值得分析。在明朝統治架構下，土官有別於士大夫，他們

以封建諸侯自處，故以宦譜論證其身分的合法性，政治意味尤其濃厚。宦譜的功

能在記錄合法的土官繼承人，兄弟成為一群被淡漠帶過的沉默者。再者，宦譜多

強調「異類」起源，故其祖源傳說保留草根性的地方特色。西南地區留下不少的

土官宦譜，土官間或而沒有共同祖源，或為兄弟祖先，同土官家族內部也可能產

生不同祖源論述，尤其非嫡系土官世系在獲士人身分後產生文化轉向，這些種種

都可以看出宦譜如何成為土官世系學習以正統文類與書寫技術來鞏固身分的過

程。本書所採用的土官家譜，包括麗江府之《木氏宦譜》、《姚安高氏家譜》、

《鄧川阿氏族譜》53、《蒙化左氏家譜》54等等。 

正德、嘉靖年間，官方統治技術及意識形態促使不同身分人群積極投入家譜

製作，使得家譜成為一種制度化的社會性產物。官府之相關政策，除了正祀典以

外，也配合著各種方志的編寫，包括了《正德雲南志》、嘉靖《大理府志》乃至

於萬曆《雲南通志》等等。官府編寫一系列的志書，不只是將邊境社會納入「王

土」之下，也格式化「王土」的範疇，包括星野、沿革、山川、古蹟、鄉賢與名

宦等等，使邊疆被標準化成為既定的地方。方志書寫之標準化說明書寫者所面臨

的選擇，書寫架構與內容也呈現當時地方社會適應政治制度之後果，包括地理、

                                                     
48 《太和龍關趙氏族譜》至少有三個版本，一是原大理州博物館收藏之照片翻拍，由侯沖所提

供；另一是由龍尾關趙氏後裔所提供。二者比對，文字略有出入，而後者收錄更多明清趙家

後裔之墓誌銘。第三個版本則經由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整理，收入雲保華、阿惟愛

主編，《大理叢書．族譜篇》（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9），卷4，頁2083-2104。 

49 《太和史城董氏族譜》原收藏於大理市圖書館，筆者翻印。後收入雲保華、阿惟愛主編，《大

理叢書．族譜篇》，卷5，頁2695-2974。 

50 《太和龍關段氏族譜》（上海圖書館藏）。 

51 《大理古塔橋趙氏族譜》（大理市圖書館藏）。 

52 《巍山李氏族譜》，收入雲保華、阿惟愛主編，《大理叢書．族譜篇》，卷3，頁1285-1328。 

53 雲保華、阿惟愛主編，《大理叢書．族譜篇》，卷2，頁747-978。 

54 《巍山左氏家譜》，筆者翻拍自蒙化左氏後裔。蒙化左氏不同支系留下不同版本的家譜，如

《蒙化左族家譜》、《蒙化左土官宦譜》收入雲保華、阿惟愛主編，《大理叢書．族譜篇》，

卷1，頁26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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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禮儀、社會規範與文化價值的展現，具體展現的是賦役、鄉里、廟學、鄉

賢與名宦祠等等條目。雖然，社會實際上如何配合仍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但「書

寫」將模糊流動的社會凝固化成為一組可供我們分析的語言。相對地，「不被志

書所書寫」的內容也不證自明地浮現出其隱約的輪廓。 

家譜與志書背後都有其不同的政治考量，那麼傳說野史與此二者剛好形成巧

妙的對話與互補關係。於是，楊慎的《南詔野史》、《滇載記》以及流傳於大理

和鶴慶的傳說文本《白國因由》、《擲珠記》便在文類與文本敘事層面具有重大

的分析意義。《南詔野史》與《滇載記》是楊慎摘取民間耆老歷史敘事，並將之

轉譯而成的文本，先不在此開展加以論證。《白國因由》是一份由十世紀的「南

詔圖卷」改編而成的章回小說，內容強調當地古老的傳說──觀音化身的故事；

同樣地，《擲珠記》描敘南詔時期來自吐蕃的牟伽陀祖師如何解除鶴慶水患的故

事。55這些正史不錄或極其能事予以輕描淡寫之傳奇人物，在民間卻以極其熱絡

的方式來加以創造，進而成為民間廣為流傳之文本。此類的章回小說看似一般的

野史與傳說文本，但放在滇西的政治與歷史脈絡下，其正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社

會意志與歷史意識。 

山鄉的歷史書寫也呈現出一幅活絡的景象。正當以府、州、縣為中心的方志

逐漸成為主流的書寫架構時，位於府州縣之邊緣的「山野」豈能無史？明末由麗

江木氏土官推動的《雞足山志》的書寫正可以用來說明土官社會的集體意志。雞

足山在明末清初短短的百年間，歷經了四次山志的編纂與增修：第一次是明末大

旅行家徐霞客（1587-1641）到雲南旅行時，受麗江土官木增（1587-1646）的請

託，寫了第一本《雞山志》，此志已散佚。第二次是明亡之際，南明永曆巡按貴

州的錢邦芑（?-1673），因削髮出家，避世雞足山，號為大錯和尚，他以前志不

存，山中無志，遂編纂《雞足山志》。56第三次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首任

雲南總督范承勳（1641-1714）久聞雞足盛名，以舊志內容多神怪不實，僧人以

大錯和尚之殘卷請他增補，范承勳遂以「退時之暇，聊為刪其蕪陋，補其闕略」

57，「厭惡札之淆漓，卻撮醇去玼」58，進而在大錯和尚山志的基礎上增修《雞

                                                     
55 《擲珠記》作者失考，一說為鶴慶乾隆甲午科（1774）進士趙士圻。楊金鎧，《（民國）鶴

慶縣志》〈邑人著述書目附〉提到：「《擲珠記》一卷，分十二段，不署作者姓名，相傳為

讓朝郡舉人趙士圻撰，民國八年藍廷舉付印」。楊金鎧編，《（民國）鶴慶縣志》（大理：

大理白族自治州圖書館，1983），卷9中上，頁1351。 

56 見錢邦芑纂，范承勳增修，《雞足山志》（台北：丹青出版社，1985），卷7，頁428-429。 

57 臨濟三十二世之香海本元呈請舊志殘編請范承勳增修《雞足山志》。范承勳答應後，遂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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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山志》（後文簡稱范《志》）。59第四次編山志，是繼范《志》後十年，姚安

土官高奣映（1647-1707）另外編纂一本《雞足山志》（後文簡稱高《志》）。

雞足山在短短百年內就經歷了四次山志的編修，這現象正提供了我們分析其之所

以成為佛教聖山的重要線索。 

上述之文類各有其政治脈絡，本書不僅把它們視為不同身分人群製作歷史的

後果，也透過它們來了解多重層歷史書寫背後社會被組織的過程。 

六、僧侶、士人與土官 

本書主要以僧人、士人與土官等不同身分的歷史經驗為主軸，內容主要分為

四部分：第一部分先釐清界定研究對象的時間與空間性架構，包括明初大理四周

之政治生態，包括白人社會與非白人土官勢力崛起。大理貴族散居的政治模式使

得我們很難在空間地理上釐清研究對象，故在本書之開始先討論大理四周人群政

治生態以及行政劃分。此政治部署有助於我們對大理社會四周不同人群的歷史進

行基本的認識，並觀察人群流動的政治框架及趨力。再者，釐清邊疆人群知識史

的建構，從地方語境來討論華夷意識如何成為書寫框架。這部分將一方面透過志

書、《土官底簿》與邊夷「圖冊」等文類，討論正統歷史對白人的想像與期待；

另一方面，也透過大理士人與周邊人群產生另類的傳說、野史以及山志等等文本

來討論其潛在的抵制。這二章說明政治上層結構如何以採用制度與文字書寫來維

持人群身分的符號。 

第二部分以僧人為主體，討論僧侶與佛寺如何適應明朝的宗教政策。土流並

置的二元政策下，大理僧族究竟隸屬於土官政治？還是歸隸僧官制度？他們如何

適應明朝佛教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儀式改革？第四章主要討論三股大理僧團前

往南京與北京的故事。第五章討論土僧的二種遭遇，尤其是流官區與土官區的土

僧。前者與宮廷內臣結盟，後者在崇正闢邪之宗教運動時受到政治整肅。第六章

討論鄉里佛寺如何適應官府之正統儀典，包括官府朝賀習儀，鄉里社神等儀式場

                                                                                                                                                      
時之暇，聊為刪其蕪陋，補其闕略」。見范承勳與本元撰寫的二篇〈雞足山志序〉，收入錢

邦芑纂，范承勳增修，《雞足山志》，頁16-31。 

58 高奣映在其《雞足山志》志例十則之一，指出當時范承勳承大錯和尚的山志，「厭惡札之淆

漓，卻撮醇去玼」，再思翻刻山志之情景。見高奣映著，侯沖、段曉林點校，《雞足山志點

校》（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卷首，〈志例〉，頁9。 

59 見錢邦芑纂，范承勳增修，《雞足山志》（以下簡稱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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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如何從佛寺延伸出來。第七章則討論聖賢、祖先與鄉里儀式之競爭與妥協的過

程。 

第三部分討論世族身分轉型為士人，佛教莊園也轉變為鄉里社會為主題。第

八、九章討論大理世族轉型士人，其前往南京擔任國子監生，有的擔任儒官或基

層胥吏，成為帝國官僚體系之成員。返鄉後，回到鄉里從事一系列的文化改造活

動。第十、十一章強調明中葉以來的崇正之風、鄉賢祠的建立如何改變鄉士大夫

的歷史知識。鄉士大夫也改佛寺為社學、書院與宗祠，使得鄉里儀典成為祖先、

書院以及社壇合祀之所在。 

第四部分主要以大理四周山鄉夷民和土官為主要討論對象，他們主要沿著瀾

滄江與金沙江沿岸形成一股白人與非白的跨人群土官聯盟。明初白人與非白人群

的聯姻，非白土官的勢力逐漸擴大，然而隨著土官世襲與接受王朝徵調的義務，

土官聯盟集團的女兒與母親也成為土官社會中的關鍵人物。第十二章討論瀾滄江

沿岸的聯盟，包括白人張氏如何協助山鄉左氏成為土官，並建構一整套南詔細奴

邏後裔的歷史敘事；白人段氏以及雲龍山鄉早氏的聯盟，以及太和縣的白人世族

又如何在雲龍成為與土官政治相互匹敵的人群。第十三章討論金沙江沿岸麗江、

北勝州與姚安三方土官的婚姻聯盟，致使麗江木氏的女兒成為北勝州高氏土官家

庭的重要支柱。同時，麗江府也因其居處滇蕃蜀交界的優勢地位控制金沙江沿岸

金銀鹽等自然資源，使其成為土官政治聯盟中的關鍵勢力。第十四章討論山鄉盜

匪與雞足山。明初以來大理西部持續了二百年的山鄉動亂，官方稱之為鐵索箐之

亂，許多土官被派遣到山鄉招撫流民，並陸續在雞足山建立許多佛寺。雞足山之

為禪宗大迦葉之道場的傳說，應被視為土官社會在正統歷史書寫的一種沉默的抗

議，也是麗江木氏以及姚安高氏土官對其身為「他者」的歷史話語權所進行的文

化創造。第十五章是討論西南人群爭取身分合法性時，對其儀式建構與歷史話語

權的綜合討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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