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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天下圖與其天下意識 *

朱祉樂 **

      17 世紀後期，朝鮮出現了大量獨特的地圖—天下圖。目前的研究認為，這與 17

世紀時，東亞地區的政治環境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利用了學者對朝鮮天下圖

的研究，考察朝鮮天下圖中所蘊含的「對世界的認識」，亦即本文所述的天下觀。

地圖是一種「地理意識」表述的載體，表現了製圖者自身對空間的認知。通過研究

朝鮮天下圖，本文發現朝鮮當時建構出與中國、日本等不同的「天下觀」。而這種

思想上的變動，有極大的可能是來自 17 世紀東亞舊有秩序的瓦解與各國自身民族

意識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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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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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朝鮮天下圖的研究回顧

四、　天下觀、華夷秩序與《山海經》

五、　結語

一、 前言

地圖，在大英百科全書上的解釋是「在一個平面上，按比例

尺對地球某一地區的特徵，通常為地理的、地質的、地緣政治的

特徵，或某一天體的特徵所作的圖解表示」。1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

中，無論是搭乘捷運、看房地產廣告、還是旅遊，都會碰到形形

式式的地圖。毫無疑問，地圖的功能就是以科學和客觀的手法，

來反映特定的地理和空間，讓我們對地圖上所展示的某一空間有

個整體的概念，換句話說，是「表達空間的主要圖形形式」。2

然而，在地圖上所表示出來的地理和空間，就一定是客觀的事

實嗎？例如歐洲所通行的世界地圖，習慣把美洲大陸放在地圖的

最左邊，歐洲則置於中心位置；相反，中國大陸和臺灣所出版的

世界地圖，則慣性把東亞地區放在地圖的中間偏左，美洲大陸則

移到最右。這兩種地圖會否影響兩個地區的人對世界的思考和想

像？另外，在地圖上利用不同的顏色來表達不同的政治實體是常

見的手法，而可能最讓臺灣人關切的是，不同國家所出版的地圖，

1　  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
topic/363506/map（檢索日期：2013 年 1 月 6 日）。

2　  林天人，〈地圖：權力的視野、想像的空間〉，《故宮文物月刊》304 期（2008，
臺北），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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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否用顏色來表達臺灣作為獨立政治單位的事實，還是把它放在

和中國大陸同一個色塊當中？釣魚台又屬於那一國的顏色？同樣，

利用不同的投影法，是可以改變各大陸的大小的。如非洲大陸在

通行的投影法下，所表現出來的大小比例，是比它的實際面積要

小。

所以，地圖必然是反映製圖者內心的空間觀、政治觀的人工

產品。擁有書寫權的製圖者，實際上是向閱讀者直接灌輸某種意

識；同樣，閱讀者除了看到某空間的精確實情外，也同時接受了

製圖者想要表達的「空間事實」。

因此，把地圖視為只具有反映精準的空間事實的單一功能，

無疑是危險的。在今天，透過更精密的工具，我們已經能製造出

相當精準的地圖，而且對世界的想像也趨向單一。以四大洋和七

大洲作為世界的基本形態已為世人所公認，但製圖者依然可以透

過投影法、顏色、比例、圖例和不同的標誌，向讀者灌輸一種人

為建構出來的空間觀。那麼在前近代，地圖的多元功能和空間的

多元想像，必然比今天更為精彩。就好像清代的台灣輿圖，除了

實際功能外，它也是從中國內地的視野出發，表達一種「內中國

而外夷狄」的世界觀。

回頭看看 17 世紀滿人所建的王朝─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

後一個王朝，也是中國最成功的一個非漢族統治的王朝。然而，

它的建立不單對中國疆域和中國與內亞的關係帶來深刻的影響，

也同時衝擊到在傳統中華秩序中，與中央王朝長期保持朝貢關係

的東亞諸國。他們的反應如何？本文希望以一種朝鮮獨特的世界

地圖—天下圖為線索，來考察 17 世紀到 19 世紀朝鮮對天下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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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等概念的思考。

二、 天下圖介紹

天下圖是一種很特別的世界地圖。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學者

很難在東亞的傳統地圖中，找到一種具有朝鮮天下圖結構的參考

系譜。3 換句話說，天下圖是朝鮮半島特有的世界地圖，在製作過

程中則可能參考了當時可以找到的各種地圖。

這類天下圖大多被收錄在地圖冊之中，或冠以「天下圖」、「天

下總圖」、 「天下諸國圖」或「四海總圖」等名。這種地圖冊除

了天下圖以外，也包括中國圖（多為中原省區地圖）、日本圖、

琉球圖、朝鮮八道總圖以及各道的分圖。這類地圖冊在 17 世紀晚

期至 19 世紀初期間在朝鮮半島內相當流行，學者則透過考察地圖

冊中朝鮮各道分圖的地名和行政區劃，推測各本地圖冊的製作時

間。4

之所以要透過朝鮮各道分圖來推測，是因為單靠天下圖的內

容，無法判斷具體的製作時間。讓我們看看天下圖的結構。天下

圖是圓形的地圖，主要分成四大部分 : 中央有一塊大陸，中國、朝

鮮、安南和西域諸國、東蕃 12 國，以及崑崙山與五嶽和幾條河流

分佈其上；繼而為一圈內海，有日本、琉球、暹羅等國；外面為

一環狀大陸，最外面則為另一圈外海。除了真實的地名外，大量

3　 徐寧，〈古代圓形地圖研究史略〉，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
編，《歷史地理》（上海：世紀出版，2002），18 輯，頁 312-317。

4　 徐寧，〈國圖所藏李朝朝鮮后期的圓形地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
期（2002，西安），頁 14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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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神話色彩國名、湖澤名和山名也散佈在內海和環狀大陸之上。

另外地圖的東西北極點則出現兩棵神話樹木，扶桑、盤古松和千

里盤木。大多數天下圖都包含以上的結構，部分甚至有經緯網和

南北極，部分外海南端有一大陸。（圖一）

圖一：天下圖，18、19 世紀，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藏。

 

三、 朝鮮天下圖的研究回顧

已故日本學者中村拓（1890-1974）很早就對天下圖進行考訂。

他研究了十多種天下圖並進行分類，按照地圖的陸地與海洋，順

次列出了 194 個地名 （其中有重覆），並考訂出中央大陸的地名

多出自於史書如《漢書 • 西域傳》、《舊唐書 • 地理志》以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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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而內海和環狀大陸的地名多源自《山海經》，因此天下圖上

的地名是早在 11 世紀前就有的知識。 中村把明朝章潢（1527-1608）

《圖書編》所收的四海華夷總圖視為天下圖的前身，而天下圖則是

四海華夷總圖和一些天竺地圖（如日本法隆寺藏的五天竺圖）的中

間形式。也因為佛教世界觀確實曾傳到朝鮮半島，故他也推斷天下

圖是參考了中國的佛教世界地圖；更推斷中國在漢朝已經製作圓型

地圖，並傳到朝鮮，在印刷術有所發展後的 16 世紀在朝鮮半島上

廣泛流行，即現行天下圖是始於 16 世紀。5

 

 

圖二：四海華夷總圖，1532，麻州：哈佛大學圖書館（Harvard Library）藏。

5　 Hirosi Nakamura, “Old Chinese World Maps Preserved by the Koreans,” Imago 
Mundi 4 (1947):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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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五天竺圖的線描示意簡圖。本圖引自 : 黃時鑒，〈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
             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為主〉，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 期（2008，上海），頁 38。

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則在中村的基礎上，認

為天下圖的世界觀是從中國傳入，為一種佛教和道教的混合物，並

結合崑崙山中心說。這種宗教寰宇觀無疑最先是從印度傳入，在中

國的代表為四海華夷總圖。然而這種寰宇觀在中國卻被視為「不可

盡信」。6

另一位日本學者海野隆一考訂了中村尚未找到出處的幾個地

6　 李約瑟原著，柯林羅南改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譯，《中國科學文明史》
（上海：世紀出版，2002），卷 2，頁 297-298；李約瑟著，陳立夫譯，《中國
之科學與文明節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卷 6，頁 24-25，皆譯自：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1954 ) , 56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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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如「廣桑山」、「麗農山」和「廣野山」，以及「天地心」。

他認為是出自唐代的《洞天福嶽瀆名山記》，故海野認為天下圖

是以道教思想為基礎，受四海華夷總圖和利瑪竇的西方地圖影響。

他也透過比照中國三才圖會中，記載變形的利瑪竇式地圖山海輿

地全圖（圖四），認為天下圖是 17、18 世紀朝鮮實學者一方面以

西學批判儒學，另一方面又批評西學的態度下的產物， 是東方思

想和西方地圖學的混合物。7

圖四：山海輿地全圖，1607，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Asian 
               Library in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藏。

韓裔學者雷狄亞德（Gari Ledyard）同意《山海經》是天下圖

的主要內容，而且很多地名也是固定在地圖某處，結構沒有太大

的變化。他利用中村的研究，把《山海經》的地理方位和天下圖

的方位進行比對，發現〈海內經〉與中央大陸、〈海外經〉與內海、

7　  關於海野隆一的研究，參考：徐寧，〈古代圓形地圖研究史略〉，載於：中國
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編，《歷史地理》，18 輯，頁 31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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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經〉與環狀大陸之間有所聯繫。另外，他認為中央大陸的

形狀是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的變形（混一圖的天理版本是 16 世

紀的作品，故合乎天下圖誕生的時期，見圖五），是傳統地理思

想和科學製圖學的結合，為實學派的地圖。他不同意中村的佛教

思想說，因為他認為天下圖地名多源自《山海經》，而跟佛教有

關的地名只有天台山，另外把天下圖視為佛教地圖也和儒教大盛

的朝鮮時代不相符。8

        圖五：  雷狄亞德繪製的對照圖。他認為《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的大陸與天
                   下圖的中央大陸之間有著某種變形關係。本圖引自：Gari Ledyard, Kore-
                    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265. 

韓國學者金良善認為天下圖和鄒衍思想有關，特別是「中國

四方之海，是號裨海，其外有大陸環之，大陸外又有大瀛海環之，

方是地涯云」。9 他亦指出自 15、16 世紀起開始有地圖被冠以「天

8　   Gari Ledyard, Kore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56-267.

9　   金良善，《梅山國學散稿》（首爾：崇田大學博物館，1972)，頁 217，轉引自
徐寧，〈古代圓形地圖研究史略〉，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
編，《歷史地理》，18 輯，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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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名，推測天下圖可上溯至那個時代。但雷狄亞德則反駁指

出，《史記》中的鄒衍大九洲思想並非如此，上述文句實際出自

朝鮮時期魏伯珪《寰瀛志》一書，且魏伯珪所處正值天下圖盛行

的時代，不排除是他先看到現成的天下圖，再以此解釋鄒衍的思

想。10

韓國學者李燦同意傳世天下圖皆為 17 世紀後的作品，但其源

流可追溯至李朝前期。他留意到有些天下圖繪有經緯網和南北極，

認為是傳統圓形世界觀和西方製圖學的結合。他不同意中村的中

國導入說，因為在中國未找到類似的圓形地圖。而海野所提到的

四海華夷總圖和利瑪竇的西方地圖又與天下圖相差甚遠，故他傾

向同意金良善所提的鄒衍世界觀和天下圖之間的關係，但也不否

認製作期間可能參考了上述兩種地圖。至於傳統的圓形世界觀則

可能和高麗時期尹誧所繪、以佛教思想為基礎的五天竺國圖有關。

中國學者方面，徐寧曾分析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一張天下

圖。他不同意因為天下圖的中央大陸被大海包圍，就只把它單獨

聯繫到佛教世界觀（如中村）或西方地圖的影響。另一方面，他

認為上面提到的「鄒衍世界觀」是經過朝鮮詮釋，朝鮮人也利用

這種世界觀對他們看到的中國式的利瑪竇地圖進行改造，並且找

到了天下和西方世界的契合點。他所分析的地圖雖具有經緯網和

南北極，但天下圖的基本結構並沒有改動。他同意海野的說法，

認為朝鮮實學派一方面借吸收西學來抗衡儒學，一方面又把西學

本土化，從中國古文獻中找相應證據並說成是「自古有之」，進

10　Gari Ledyard, Kore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260, 263-264. 李燦著，Kim Sarah 英譯，山田正浩、佐佐木史郎等譯，《韓國
の古地圖》（首爾：汎友社，2005），頁 35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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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用當時可利用的一切地圖—不論是佛教地圖、西方地圖，混

雜各種學說，製成天下圖。另外，他也強調天下圖的中心應該在

崑崙山，以抗衡中國中心論。11 另一位中國學者黃時鑒則認為朝鮮

圓形地圖是基於渾天說和相關的道教論述，又包容了西方地圓說

而成的。其一是因為部分天下圖外有八邊形的框架，當與道教的

八卦有聯繫（圖六）。

       其二是部分天下圖有文句註解，所引的文句和利瑪竇坤輿萬國

全圖中的文句文義相同，故他認為朝鮮天下圖 是繼承了中國天下

觀後所建構出來的一種「既舊又新」、「既實又虛」的世界。12

       近來韓國學者林宗台觀察到，利瑪竇地圖與中國改良版的西方

地圖引入朝鮮之後，便引起了朝鮮士人的興趣。在這樣的需求之

下，半島內曾一度充斥大量土製「利瑪竇地圖」，這些都可從士

人文集中印證。故他認為天下圖的出現是受西方地圖的啟發（不

論是出於抗衝還是改造），且製圖上大多結合了東方的世界觀。

他還舉了一張魏伯珪畫的利瑪竇天下圖（圖七），證明天下圖是

土製利瑪竇世界地圖的變種。利瑪竇也同時被朝鮮士人想像為曾

遊歷五大洲的旅者，又是提出九大洲說的鄒衍的追隨者。甚至可

以說，透過觀察真實的西方世界地圖，部分士人把西方的地理知

識融合到提出九大洲說的鄒衍思想當中。13

11　徐寧，〈國圖所藏李朝朝鮮后期的圓形地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 期，
頁 146-151。

12　黃時鑒，〈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
本的南瞻部洲 圖為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 期，頁 30-41。

13　Lim Jongtae, “Matteo Ricci's World Maps in Late Joseon Dynasty,” 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3:2 (2011):27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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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有八邊形外框的天下圖，17 世紀，大邱：嶺南大學圖書館藏。

另一位韓國學者吳尚學（         ，英譯 Oh Sang-Hak）注意到天

下圖在 17 世紀後期出現是有特別因素的，一是官方放寬了民間的

地圖刊印和私藏，二是西學從中國的傳入。後者擴大了朝鮮人對

世界範圍的認識，他們試圖從古代經典中尋找打破中國華夷疆域

的局限、記綠未知世界與人跡以外大世界觀的文獻資料。而因此，

具有完整大世界結構和各國方位的《山海經》，成為了他們的主

要材料。同時，作者認為圓形地圖所反映的並非圓形世界觀。相

反，朝鮮並沒有打破天圓地方的傳統思想，圓框所表達的實為「渾

天觀」，是把傳統天、地、人同時表達在畫紙上（圖八）。若認

為地圖只反映圓形世界觀，則是忽略了傳統對「三才」宇宙觀的

想像。另外，在不違反「天圓地方」和「中國中心」的儒家思想下，

道家的神仙思想也融入地圖之中，如一些仙山和神木。故天下圖

並非單純的地圖，實質是反映朝鮮晚期的宇宙觀。14

14　Oh Sang-Hak, “Circular world maps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view,” Korea Journal 48:1 (200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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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魏伯珪《存齋全書》所載的利瑪竇天下圖。本圖引自 : 朴成勳，《韓國
            三才圖會》(서울 :시공사，2002)。 

綜合上述諸位學者的意見，天下圖之所以出現於 17 世紀的地

圖，主要是因為官方對民間印藏地圖禁令的鬆弛，以及西學的傳

入所致。有學者認為天下圖是由中國或日本傳入，但兩國都沒有

相關結構的地圖流傳。另外也排除了佛教地圖說，因為天下圖無

論在結構上還是各國方位上，都和四海華夷總圖有異，佛教聖地

也不在圖上，更莫論朝鮮官方是以儒教立國。

在上述情況下，那麼它就是直接參考了《山海經》中所描述

的世界結構。學者大多同意西方地圖傳入朝鮮後，朝鮮士人對世

界範圍的認知的確有所擴大。不論是出於抗衡還是融合，知識分

子都習慣從古書中尋找那些能突破傳統中國華夷地理觀的文獻，

來理解西方的五大洲世界地圖。《山海經》和道教經典正是超越

了狹小的華夷世界，論及人跡罕至的地方，而成為天下圖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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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此張天下圖的文句註解中有「三才」和「天圓地方」的文眼。本圖引自：
           李燦著，Kim Sarah 英譯，山田正浩、佐佐木史郎等譯，《韓國の古地圖 
            》，頁 166。

關於天下圖和鄒衍的聯繫，無疑把它視為是朝鮮士人在看到

繪有五大洲的西方地圖後，從中國古書中把它托古為鄒衍九大洲

說，會比較恰當，否則很難解釋為何朝鮮記載的鄒衍世界觀和《史

記》中的紀錄有那麼大的差異。

至於圓形的世界想像，更確切來說，這是一種宇宙觀的表達。

其中一張天下圖所印的註解，就有「三才」和「天圓地方」的文眼。

（圖八）即天下圖實際上並無超越「天圓地方」的地理觀，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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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的是「渾天」的原理。讀者應注意到地圖的端點有三棵神木，

其實就是地理的邊界，是日月出入的地方。更進一步來說，一張

印有星宿的天下圖就是最好的證明，星宿是印在圓圈之內，正好

反映圓形的作用是表天，是「三才」秩序的具體表現（圖九）。

另有學者認為西方地圖的傳入打破了中國中心觀，惟在視覺上，

中國無疑被置於較崑崙山更為中心的位置。

圖九：印有星宿的天下圖。本圖引自：Oh Sang-Hak,“Circular world maps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view,” Korea Journal:34.

 四、 天下觀、華夷秩序與《山海經》

上述研究，似乎已經清晰闡明天下圖的背景和內容。然而，

「子不語怪力亂神」15、「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16，《山海經》

1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論語正義》（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卷
7，〈述而〉，頁 8。 

16　〔清〕王先謙注，《莊子集解》（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內篇，〈齊物
論第二〉，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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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是儒家經典，何以會成為天下圖對世界想像的主要材料？

吳尚學認為《山海經》既突破了傳統狹小的中國華夷天下觀，

連人跡罕至的地方也記錄下來，可以用來融合西方五大洲的地理

觀；另一方面，它又有完整的世界結構。17 然而，如下所述，同樣

面對西方地圖的傳入，中日兩地卻有不同於朝鮮半島的反應。既

然傳教士東來，西方地圖和知識傳入了東亞，而且在士大夫之間

流傳，那麼就不得不承認東亞以外的「未知世界」的確存在，萬

國時代要來臨了，這是不能無視的。中國製圖者所採取的手法，

就是把中國繪畫在地圖的中央，且整體面積又佔據了超過全圖的

二分之一。至於傳教士所介紹的西方國家，則和其他夷狄一樣，

小小的點綴在中國四周的大海之中，以示一視同仁，例如乾坤萬

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圖十）。在巨大的中國之下，被矮化的西

方諸國和其他夷狄小邦成為了映襯天朝的他者，經緯網也不過是

地圖上的裝飾品。但難道中國人不知道世界之大嗎？元朝的書籍

理應有介紹 13 省以外的地理範圍。18 故我們只能從思想史和天下

秩序的角度去理解這種地圖，它實際上是一種「大中國而小夷狄」

的思想。另外，儒家對於「天」的想像是具有道德意義的，故地

圓說也不可能表現在中國地圖上，因此經緯網也顯得沒有地理學

上的功能意義。

 同樣，西方地圖進入日本後，也受到來自佛教的批判，以為

17　Oh Sang-Hak, “Circular world maps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view,” Korea Journal: 8-45. 

18　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大明和朝鮮分別有兩張世界地圖傳世 :《大明混一圖》
和《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學者推測這兩張世界地圖的地理資料是繼承自
元朝。相關研究可見：劉迎勝主編，《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理圖研究》（南京：
鳳凰集團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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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撼動了南瞻部洲世界觀的地位。但隨後所見如浪華子的南瞻部

洲萬國掌果之圖，19 西方的地名的確被融入到日本的佛教地圖當

中，是佛教世界系統和西方地理系統的結合。更不用說的是，在

鎖國前西方地圖已經傳到日本，日本也重印了大量利瑪竇式的世

界地圖，可見其接受與包容外來文化的傳統。20 既然地圖是思想的

載體，那麼為什麼朝鮮不學習中國和日本的態度，而去引用荒誕

的《山海經》資料呢？本文覺得 17 世紀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正如上文提到吳尚學的說法，經歷倭亂和胡亂後的朝鮮官方

已無力禁止民間對地圖的刊印收藏。這裡提醒了筆者還可以從胡

亂及其後大清入主中原對朝鮮天下觀的改變，來解讀天下圖。

17 世紀的明清交替被視為東亞一次「歷史性地殼巨變」。21 
朝鮮自古抱有「事大」的外交策略，文化上也表現出「慕華」傾

向，加上倭亂時明神宗決意向半島派遣援兵，有「再造之恩」，

是故朝鮮對明朝的崇拜意識，並非無緣無故的愛。「尊明排清」、

「尊王賤霸」成為朝鮮在明清交替後的口號，蔑視「胡虜」的心

態一直潛伏在朝鮮士人當中。在春秋義理之下，甚至有尊王攘夷

的北伐論。崇禎年號被繼續使用，漢陽也設有祭祀明帝的大報壇。

同一時間，清朝的「胡皇」卻要求漢人薙髮易服，完全顛覆了一

套以中國為中心所建構的華夏文明象徵符號。

19　圖片可見：黃時鑒，〈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
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為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 期，頁
30-41。

20　關於中日兩國對西方地圖的引用，可參考：黃時鑒、龔纓晏，《利馬竇世界地
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1　伊東貴之，〈明清交替與王權論 - 在東亞視野中考察〉，收入 : 徐洪興等主編，
《東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 - 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2009），頁 7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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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1593，北京：北京圖書館藏。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朝鮮雖然在丙子胡亂（1636-1637）後被

迫向清朝俯首稱臣，並一直保持與清朝之間的朝貢關係。但另一

方面，作為「東夷」的朝鮮卻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比「中原」更為「中

華」的地方，朱子之學內化到朝鮮士人的生活之中，使他們一直

恪守著中華禮儀和風俗。也就是說，在「胡虜」吞併「中原」以後，

朝鮮認為自己成為了中華文化的正統繼承人，產生出一種優越的

「小中華主義」。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出使中國的燕行使者所作

的紀錄，在明朝時被稱為《朝天錄》，但到清朝後，通通都只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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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燕行錄》。

我們再回頭看天下圖。正如學者所研究，天下圖中央大陸的

地名大多來自史書，是真實存在過的國名。但「朝鮮」和「中國」，

無論在名稱還是地理範圍上，都有值得討論之處。故我認為在研

究天下圖時，都不能忽略「天下觀」和「華夷秩序」等的關鍵詞。

首先是朝鮮的部分。17 世紀朝鮮半島的李氏政權，無疑將國

名定為 「朝鮮」。但我們應該注意到，歷史上的朝鮮半島，還有

三個時期是以「朝鮮」作為國名：「檀君朝鮮」、「箕子朝鮮」和「衛

滿朝鮮」。李朝開國君主李成桂在建國之初，就派使者到大明請

求皇帝賜予國號，當時朱元璋選了「朝鮮」，以為「東夷之號，

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22 當時不論是明

太祖還是李朝君臣，所聯想到的，應該是箕子朝鮮的傳說。「天

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23，明太祖

賜號一事，充滿了許多的暗示。箕子是孔子所稱的「殷末三仁」

之一，是故當明太祖賜號後，朝鮮君臣皆設法把本朝跟箕子聯繫，

塑造認同和正統性。無論在政治還是文化上，把周和明、箕子和

李氏朝鮮聯繫起來，都是出於對以大明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和文化

體系的一種認同。經歷 17 世紀的明清交替後，有關箕子的暗示再

次出現在朝鮮半島內。李朝被迫與清朝建立君臣關係，而箕子則

再次成為「小中華主義」的重要基礎和依據。首先，箕子是中國人，

22　魚叔權，《考事撮要》（首爾 : 南文閣，1974 年影印），引自：孫衛國，〈傳說、
歷史與認同 : 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收入 : 復旦大學文史
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15。

23　鄭道傳，〈國號〉，《三峰集》，卷七，引自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刊，《標
點影印韓國文集叢選 第五卷》（首爾 : 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刊，1990），頁
414，轉引自：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 : 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
造與演變〉，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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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儒家的聖人；其次，箕子是朝鮮半島最早的教化之君，是

把朝鮮由「夷」變「夏」的關鍵人物。正因如此，「朝鮮之有箕子，

猶周之有文武也」24 的思想湧現，甚至提出「夷變為夏，吾為東周」25

的看法。而且最重要的是，箕子「雖其封之，又不臣之」26，李朝

君臣把「小中華主義」的源流，追溯到箕子之世。27

因此，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被儒者視為荒誕不經的《山海經》，

為何可以成為天下圖的基礎材料。因為成書於戰國中期的《山海

經》，就有關於「朝鮮」的記錄。雖然《山海經》論及朝鮮時，

並沒有提到和箕子的相關資訊，但這毫不妨礙它被李朝儒者詮譯

為箕子朝鮮，並與箕子傳說和相關的華夷暗示聯繫起來。另一方

面，17 世紀的李朝正好也以「朝鮮」作為國號。「朝鮮」，不單

出現在《山海經》的「海內系統」中，而且是惟一存在到當代的

禮儀之邦。也就是說，朝鮮與中原連綿而密切的關係，以及相較

其他在《山海經》夷狄方國的荒誕記載，箕子朝鮮在當時是東方

唯一由「夷」變「夏」 的國家的「事實」，都可以在先秦的《山

海經》中找到印證。或許精確地說，《山海經》經過 17 世紀的朝

鮮士人重新詮譯後，直接與 17 世紀明清交替後的朝鮮小中華主義

相聯繫。

另一條線索是中國在天下圖上的位置。中國被置於天下圖上

相對中央的位置，這和《山海經》中以崑崙山作為中心的論述不

24　《箕子志》，卷 8，〈洪範．學記〉，頁 16a，轉引自：孫衛國，〈傳說、歷
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頁 327。

25　《箕子志》，卷 6，頁 13b ，轉引自：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
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頁 327。

26　李穡，《牧隱文稿》，卷 8，〈賀竹溪安氏三子登科詩序〉，頁 61，轉引自：
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頁
327。

27　關於李朝對箕子傳說詮釋的研究，可參考：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 : 檀
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頁 3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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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而且在天下圖中，「中國」（有時是中原）二者都是被圈

起來，或被塗成紅色，無疑是作為一個特殊區域。上文已經提過，

17 世紀以後，朝鮮以標榜「周禮在東」的意識，建構了一種文化

上的華夷觀，把自己塑造成中華正統的繼承者。所謂「土地之昔

夷而今夏」28、「國家文治四百年，禮樂明備，幾乎周矣」29，就

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

但是，傳統的華夷觀，不只是以文化作為區分指標，還包括

種族和地理的因素，只有把三者相互聯繫，才是一套完整的華夷

秩序。我們看到朝鮮排清的方法，都是祭出大明的旗號，或提出

北伐之論。然「東僻於一偶」的朝鮮，即使承認自己的文化水平

上比中原高，仍無法超越「小中華」的地位。 所謂「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朝鮮無法建構出「突破傳統把中原視為道德最高中

心」，以及「天子居中國治天下」的論述。在現實政治和軍事層

面上，朝鮮政權位處半島之內，即使他們相信自己在文化上已經

由夷變夏，恐怕也無法透過北伐，對抗大清、自創帝業、成為中

國的正統王朝。是故朝鮮一直與清朝保持君臣關係，奉明或清的

正朔而沒有建元。從理念上來分析，朝鮮的行為與華夷思想內涵

是：以恢復中原正道，恢復中國作為道德中心，作為李氏政權在

明亡清興後依然存在的合法依據。也正因為這種 17 世紀後的朝鮮

天下觀，方可解釋為何朝鮮一方面以文化華夷論介定自己位處於

相對清朝的優越地位，一方面又堅守中國中心說，向清朝朝貢。

28　宋時烈，〈雜錄〉，《宋子大全》，卷 131，轉引自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
國文集叢刊》112 期（1993，首爾），頁 439；筆者於王元周論文注意到這份文獻，
參考：王元周，〈論「朝鮮中華主義」的實與虛〉，《史學集刊》3 期（2009，
吉林），頁 48。

29　成大中，〈送徐侍郎浩修以價之燕序〉，《青城集》，卷 5，轉引自：民族文
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200 期（1993，首爾），頁 430；與上註同樣
參考王元周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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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天下觀的兩面性正好從理念上和現實政治環境下，確保李朝

政權的合法性和相對獨立性。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天下圖中的中

國，並沒有標明是大清或者是大明，也反映了「中國」其實是在

華夷概念底下的中原而已。它一方面有助於朝鮮在整個華夷秩序

中自我定位和確認其存在的目標；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圖中的「中

國」只作為一種理念而存在，為李朝的正統性提供依據。「中國」

在這裡並不代表任一當今或歷史上的國家和朝廷，而是概念。

也正因為朝鮮自我界定為在整套華夷秩序下，是一個與中原

最為親近但又不能取代中國的「東夷」，所以在繪畫世界地圖的

時候，它不能像上文介紹的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那樣，把

自己和其他蕞爾小邦一齊點綴在中原的四周。天下秩序的公式是

「中華—夷狄—禽獸」，朝鮮只能依靠把一些更荒誕無稽的奇怪

地名，散落在天下圖的四周，才能向讀者證明朝鮮在文化和道德

上，是和其他蠻邦不一樣的。再加上《山海經》成書年代非常早，

更能被朝鮮士人詮釋為：朝鮮自古就是一個和中原靠近的衣冠之

國、禮儀之邦。

如果上述推論正確，利用明清交替以後所成立的朝鮮天下觀，

同樣可以理解天下圖的內容和內涵。為應對西方地圖衝擊而從古

書中找尋大世界觀的情況，以及「三才」宇宙觀的解讀並無牴觸，

可互相參考，並進一步理解天下圖的實質意義。正如天下圖的名

稱所示，這種地圖是用來表示「天下」的，它並不單純是一種表

達天圓地方的世界地圖，也不會只是一張「三才」宇宙觀的示意

圖，更不是一幅《山海經》插圖，而是呈現一種對世界秩序的想

像與建構。是故我們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結合 17 世紀的大時代

背景來考察，必定能更深入理解天下圖所要表達的世界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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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本文試圖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以朝鮮天下觀來考察天

下圖的內容，並試圖整理、歸納，推論出一些想法與發現。

首先，地圖是一種權力的展現，同時也在維護某種權力，包

含政治上的權力、知識的控制和宗教的詮釋。正如上述學者的理

論和我的推論都顯示，製圖者無疑是透過圖像，建構、維護和灌

輸一種世界觀或世界秩序的「事實」。

第二，東亞各國都是行動主體，包括中國、日本和韓國。他

們在應對各方的思想衝擊時，都會有各自的反應，而非單純跟隨

中國天子的意向。這就是平勢隆郎提倡的東亞複數正統論。30 本文

認為天下圖是朝鮮 17 世紀中後期的天下觀的圖像化，也表明朝鮮

自有一套和中國有別的天下觀。每個政權都會為自己建構一套正

當性的理論，在東亞就是所謂的「天下理論」。 所以天下觀、世

界觀和宇宙觀之間都存有微妙的差異。不必懷疑東亞各國都有建

構以自己為中心的一套正當性理論，這是在中國官方文獻中無法

看見的。但這卻會影響到中國歷史的發展，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

清末面對現代性挑戰時，中日間的互動。換句話說，如果單從中

國官方文獻中所表達出來的「事實」（一種清朝統治階級的意志）

來判定清朝與各國的關係，其所呈現的只會是事實的一個面相，

甚至與真正的現實仍有一定的差距。

30　可參考：平勢隆郎，〈東亞冊封體制與龜趺碑〉，載於：高明士主編，《東
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政治法制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3），頁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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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如前述，17 世紀是東亞史上的關鍵年代。16 世紀晚

期到 17 世紀前期，西方人開始出現在東亞海域，他們的地理知識

就隨著傳教士的東來而在東亞知識界中流傳，各國都按自身的歷

史知識來理解、重新詮釋，或假託於古文獻理解他們。而另一波

更重要的思想衝擊，則是 17 世紀中晚期的明清交替。這不是一場

單純的朝代交替，而是涉及到對「中華」、「夷狄」與「正統」

的思考。不用懷疑，終清一代，從北京到江戶，從漢陽到順化，

各個統治階級都牽起了一場對世界秩序和中華思想的重新思考和

詮釋，有學者稱之為「華夷變態」。如果說雍正帝借《大義覺迷

錄》來為滿人統治的合法性辯護，那麼東亞各國都懂得利用相同

的手段和知識，其基礎就是在前近代東亞世界中被視為普遍準則

的儒家思想。延續第二點所論，東亞各國都有自己的一套正當性

理論，如日本以其萬世一系的「神國」來把自身定義為「中華」，

朝鮮亦然。那麼清朝的出現，則推動了一場「原始民族主義」運

動。當乾隆皇帝依然沉醉於皇清職貢圖時，「東亞世界」內部認

同已經慢慢崩解。31 但我們也要有相當的警覺，即在 17 世紀的東

亞確實存在複數「中華」，但它們是否都要對清朝統治構成威脅？

是否真的要「入主中原」爭天下？

其實這並不必然。如朝鮮建大報壇的目的，與其說是真的要

達到反清復明效果，不如說是要確立朝鮮內部的君臣義理。也可

以說，17 世紀後以清朝為中心的冊封關係變得更多姿多彩，除了

因滿族人稱帝而帶來的內亞因素和個性之外，就傳統的東亞區域

而言，也變得更為複雜。另外我們也能更進一步思考何謂「華夷」，

31　有關明清交替東亞三國對華夷觀的思考，參考：伊東貴之，〈明清交替與王權
論：在東亞視野中考察〉，收入：徐洪興等主編，《東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 -
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7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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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說以文化界定「華」和「夷」，似乎顯示出相當的彈性和

包容；但我們也應該從另一方面思考，誰才是可以接受教化，成

為文明人？誰不可以？誰才是「上帝的選民」？儒家經典經過各

種有意的詮釋後，將呈現不同的面相。

最後，在討論朝鮮天下觀之後，回頭再看看東亞近代史，就

能更加理解清朝以來東亞各國互動，如中朝關係、朝日關係等；

也可以更精確地去理解東亞在 19 世紀面對現代化時，各國的行動

與反應，以及冊封制度向現代化的轉型。特別是牽涉到三國命運

的甲午戰爭，為何朝鮮儒者一方面跟日本和西方簽訂一系列條約，

一方面又請求清廷介入打擊親日派，一方面批評袁世凱干涉朝鮮

內政，一方面又不贊成高宗稱帝。無疑，了解東亞各國怎樣看待

世界的秩序，對理解中國歷史，以及東亞特有的朝貢冊封制度，

還是有一定幫助的。32 

32　關於中日韓三國在近世的天下觀，參考：劉青峰、金觀濤，〈19 世紀中日韓的
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思想》3 期（2006，臺北），頁 1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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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orean Cheonhado and its World View

Chi Lok Chu *

 
     Maps are a medium for expressing geographical awareness. In 
addition to displaying a cartographer's understanding of a particular 
space, maps also reflect alter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he 
Cheonhado was a type of map that became widely popular in Korea 
follow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us numerous scholars have 
examined the content and meaning of the Cheonhado. Based on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proposed by academia,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deology underlying the Cheonhado, which is world view. Subsequently, 
the Cheonhado and its related world view we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examining the Korean Cheonhado,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ing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Korea developed 
an entirely new world view. The content of the  Cheonhado 
suggests tha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Korean 
scholars ceased to view Korea as the borderland of China. They 
consequently developed the Sojunghwa belief, which means 
"Little Sinocentrism." The present study further inferred that 
Sojunghwa may be the origin of Korea's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ism.

Keywords: 

Korea　Cheonhado（天下圖，world map）world view　East Asia   Sojunghwa（小中

華，Little Sinocent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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