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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籙眼中的蒙古

藍美華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20世紀是蒙古劇烈變動的時代，從獨立到自治，再從撤治到獨立，其間

影響的不僅是蒙人，有很多漢人也牽涉其中，蒙古因素影響甚或完全改變了

他們的人生。他們或是被動接受政府或其他組織派遣，抑或主動請纓前往蒙

古。在蒙古的生活、與蒙人的互動都可能影響他們對於蒙古的看法，也可能

影響他們對自身民族或國族的認同。

本文即欲以陳籙為例，試圖透過陳籙相關著述了解他對蒙古的看法，

作為進一步探討民國時期在蒙古工作的漢人如何看待當地及當地人的基礎之

一。筆者在此文中，將先從陳籙駐蒙期間所留下的日記與詩作 1著手，了解

他對蒙古民族及其文化習俗的看法。

壹、陳籙其人

陳籙（1877-1939），字任先，晚號止室，福建福州府人。十五歲入福州

馬江船政前學堂學習法文，後又於鐵路總局礦化學堂、武昌自強學堂分別學

1 本文原以陳籙日記為主要參考材料，經隋皓昀博士與談時提醒，參考補充陳籙詩作，特

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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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英文與法文，二十五歲畢業後擔任法文教席。次年以領班名義護送留德學

生八人前往柏林，陳籙則留學法國，二十八歲入巴黎法律大學，三年後畢業

返國。此後在清朝法部、外務部任職。2

民國成立後，陳籙於1912年任職外交部政務司司長，次年十二月奉派

為首任駐墨西哥全權公使，但未赴任，即於1914年元月奉令擔任恰克圖中

俄蒙會議全權專使。3三方代表於當年九月正式開議，歷經九個月和四十八次

正式會議，中俄蒙三方終於1915年六月七日簽訂協約，外蒙承認中國宗主

權，中俄承認外蒙自治，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4根據陳籙女兒所言，陳籙認

為他一生對國家主要的貢獻，就是這一場護衛中國在蒙古主權、保持疆域的

外交戰。5他在1914年冬曾寫詩贈與同在恰克圖參加議約的陳毅，詩末有云

「籌邊苦累龍門筆，索隱勞窺海國圖，為約黃龍痛飲日，橫戈擁馬與君俱」，

確可感其報國之忱。6

陳籙順利在恰克圖完成中俄蒙協商並簽訂三方協約後，復獲重任，六

月十六日被特任為都護使，擔任駐紮庫倫辦事大員，加陸軍中將銜。雖然陳

籙事前表示不願前往庫倫，力請收回成命，但未能辭卻，只得接令赴任；十

2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止室筆記》第二種，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17，冊168-169
（1917；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127-129。筆者比較過〈止室（任先）先生年譜〉

中之內容，發現經歷雖然相同，但年分有異，此從陳籙四十歲壽辰所寫四十自述內容。

參見陳籙，《止室（任先）先生年譜•詩存》（臺北：文海出版社，1995），頁3-4。原書

中將「鐵路總局」，誤植為「鐵政總局」（〈奉使庫倫日記〉，頁127）。
3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29；〈恰克圖議約日記〉，《止室筆記》第一種，近代中國史

料叢刊，輯17，冊168-169（1917；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1。
4 中俄蒙恰克圖會議協商過程與中俄蒙協約內容，參見陳籙，〈恰克圖議約日記〉，《止室

筆記》第一種；畢桂芳，《外蒙交涉始末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17，冊168-169（臺

北：文海出版社，1968）。
5 參見陳潤瓊、陳培瓊為其父詩集出版而寫之跋，陳籙，《止室（任先）先生年譜•詩

存》，頁170。
6 陳籙，《止室（任先）先生年譜•詩存》，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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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攜眷抵達庫倫，展開一年七個月的駐蒙生涯。7陳籙1916年春月「庫倫

署齋夜坐感懷」詩云：「仗節走龍沙，行行雪作花，兩年三奉使，十載九離

家，正朔官書奉，冠裳上國誇，穹廬小兒女，圍坐說京華」，可看出他奔波

國事，對完成恰克圖議約、蒙古取消獨立、公文改奉民國年曆一事相當滿

意；後又攜眷赴蒙，只能在蒙古住所中跟兒女談論北京種種。8陳籙在擔任庫

倫辦事大員期間，所做重要工作計有：與外蒙古官府交涉巴布札布問題、完

成民國總統冊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 9的程序、促成哲布尊丹巴派

人前往北京拜見總統、與外蒙古官府達成中央政府在唐努烏梁海設立佐理

專員的協議等。101917年五月於數度因病請辭後終獲批准給假，經俄境返回

北京。11任職庫倫期間，除寫有日記、招集吟局留有詩作外，也譯有《蒙古逸

史》一書，均已出版，藉之可對陳籙有進一步認識。

返京後，陳籙獲國務院聘為戰時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1918年歐戰東

及，中國參戰，獲派任督辦參戰事務處外事處處長，並任外交部次長代理部

務。1920年，任駐法蘭西全權公使，期間兼任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大會代表、行政院代表暨行政院主席，外交生涯達到巔峰，1928年卸任返

國。1934年移居上海，國民政府外交部聘為顧問，次年改聘為條約委員會副

委員長。1938年春，日本支持之維新政府於南京成立，陳籙出膺外交總長，

7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59-61、66-67；《止室（任先）先生年譜•詩存》，頁6。
8 陳籙，《止室（任先）先生年譜•詩存》，頁57-58。
9 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這個名號是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圖簽訂的協約中確認的，顯

示了哲佛政教合一的雙重身分。該協約第四條為「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

名號，受大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民國年曆，並得兼用蒙古干支

紀年。」參見陳籙，〈恰克圖議約日記〉，頁44。
10 陳籙擔任庫倫辦事大員期間辦理之重要工作，除參考其日記外，參見樊明方，〈陳籙在

庫倫〉，《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頁35-41。
11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25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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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遭刺身亡，享年六十三歲。12對於陳籙出任維新政府外長一事，有人因

此將其視為漢奸，但包括他女兒在內的一些人主張他是在威脅及壓力下，被

硬帶上外長職銜。13陳籙學貫中西，戮力從公，不管他在維新政府的角色是

主動加入抑或被動參與，並不影響他公職生涯期間在外交及蒙古事務上的貢

獻。

貳、陳籙看蒙古官吏與政制

陳籙抵達庫倫後，旋即展開拜訪行程，他對昔任商卓特巴、向稱熱心

內向、蒙古自治政府內務部長巴達嘛鄂薩爾喇嘛的第一印象是「態度和藹，

略與接談，覺奸猾異常，是深於世故者」。前往拜訪財政部長希塔爾公喇

嘛，感覺對方態度冷淡，認為對方應是久居俄人勢力之下，深以接見漢人

為慮。14欲拜訪外交部長車林多爾濟，第一次對方臥病不能見，15數日後會面

時，陳籙發覺對方雖然語言態度深似前清各部衙門之老書吏，但身為親俄

派重要人物，態度也是極為冷淡，講話則「一味模稜，如隔鞾搔癢，格格不

入」。16想去謁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也碰了個軟釘，臨時接到「博克多抱

恙，不能接見」的公文。顯見蒙人並不歡迎駐庫倫辦事大員的到來，以致陳

籙認為蒙古並無親華派，喇嘛「中有一部分，年事較多，與中國感情較好

者，頗不以黑黨之舉動為然，或稱之為親華派，其實不過非親俄派而已」。17

12 陳籙，《止室（任先）先生年譜•詩存》，頁7-9。
13 陳籙，《止室（任先）先生年譜•詩存》，頁170；同書〈生平事略〉，頁8。
14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70。
15 同上註，頁69。
16 同上註，頁74。
17 同上註，頁76-77。在蒙古黑黃分別指涉俗人與僧人，此處黑黨指的是蒙古政府中的王

公們，陳籙認為其中多親俄派人；而政府中的喇嘛等被稱為黃黨，蓋因其為藏傳佛教格

魯派僧人，穿著黃色僧袍而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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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陳籙與車林多爾濟談話，後者表示，俄人「深忌中蒙接近，種

種挑撥感情，所最難堪者，即誘引外蒙開罪中國」，並說明此時非蒙古所

願。18也曾有與陳籙交好之外蒙某王公與他談及之前獨立時與俄國簽訂條約

相關情形，綜其所述，陳籙認為，外蒙把所有之權利全盤交付他人，所得之

報酬僅是俄國承認外蒙獨立，得組織自治政府，不許中國干涉內政而已。陳

籙感覺對方有未能明說之事，可能是外蒙若與中國交戰，俄國將出兵協助。

或為保護該王公，陳籙日記中並未指出其身分姓名，對方不明說，他也就此

打住，因為他覺得蒙人「向來對人接談，以持重縝密為合格，非親交密友，

斷不肯盡情吐露」，所以不便繼續探問。19他之前在恰克圖曾與來訪的外蒙會

議專員濟農貝子希爾寧達木定討論俄蒙訂約一事，陳籙表示那是徒將外蒙利

益斷送而已。他們談話至一定程度時，陳籙適可而止，不再深入，因為「蒙

人性情多疑寡信，故亦不復向之深談」。20筆者懷疑，這個與陳籙交好的某王

公即是曾經「兩至北京、略通漢語」21的希爾寧達木定。

根據陳籙的分析，蒙古貴族與人交往，「以緘默為能事，以不輕折節

為得體，以虛心請益為可恥，天下惟愚與賤，乃好自用自專，蒙人兼而有

之」。又言，此種民族若處以平等，加以恩禮，則愈益驕恣，高不可攀；若

其有求於人，亦知搖尾乞憐，但飽則颺去，不復回顧。22看來，陳籙對蒙人

之個性相當不以為然。不過，游牧民族向來是務實的。根據草原上的生存法

則，一個能幹的領袖在成功時可將各部族聚集在其麾下，但當他失敗或死亡

時這些部族則會棄之而去。這也是為何蒙古在清帝國瓦解後自認有權恢復獨

18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99。
19 同上註，頁221-222。
20 陳籙，〈恰克圖議約日記〉，頁19。
21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69。
22 同上註，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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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原因之一。陳籙所言反映的是漢人農業社會的想法。

在中蒙會審案件時，陳籙認為，「蒙員偏袒蒙人，無所不至，遇有蒙人

為被告之案，莫不主張延宕，惟恐判結後，蒙人吃虧。蒙人為盜之案，蒙官

必聲言盜亦被竊，蒙人毆人之案，必堅持蒙人亦受內傷。」23由此可見，面對

漢人時，蒙人袒護族人之心相當普遍，這一方面是親親主義（nepotism）的

表現，另一方面也顯示蒙古社會不能就法論法，法治概念尚未成熟。

外蒙設有上下議院，上議院即內閣會議之別稱，而下議院則由各衙門職

員組織而成，下議院議決之案，呈候上議院核准施行，每十日會議一兩次。

在陳籙眼中，此做法「無異司員擬稿，部長核定，而美其名為上下議院，且

事無大小，靡不輾轉聚謀，自貽周折，殊屬可笑」。24他之前在恰克圖亦曾對

外蒙因俄國全國禁酒，隨之在庫倫、恰克圖、買賣城一帶禁止商人賣酒，且

於禁酒公告中寫有京城外務部接俄國總領事照會，禁止賣酒，亦應一律禁

止等語，認為這是「因人成事，至為可哂」。25事實上，雖然具體運作尚未成

熟，但上下議院的組織架構顯示外蒙效仿西方現代國家的企圖；而從禁酒一

事則可看出外蒙與俄國關係相當緊密。

陳籙離職返京前，外蒙政府為表達對其謝意，擬贈送外蒙親王爵銜，但

陳籙自認乃民國之官，不便接受。他希望在其卸任之後，雙方關係猶如其在

任之時，中蒙若能長此相安，其榮幸甚於受爵多矣。26從外蒙頒授親王爵銜

一事，除表對陳籙在職表現肯定外，也可看出外蒙自認獨立的想法。

23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12。
24 同上註，頁142。
25 陳籙，〈恰克圖議約日記〉，頁25。
26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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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陳籙看蒙古文化習俗

陳籙抵達庫倫一個多月之後，十二月三日方有機會往見哲佛，彼此行禮

如儀。27其間有一事值得注意，即當天活佛戴「喇嘛冠，穿貂掛，掛朝珠」，

陳籙則是著陸軍中將大禮服。28哲佛穿著表現其政教合一領袖的身分，但陳

籙卻身著軍服，不知有何含意，是否想以雄偉氣勢取勝？陳籙對哲佛宮殿

的印象是「寒風凜冽，殿內冷氣尤森森逼人」，「是殿閉置日久，煤氣中人，

既無熾炭，儘燃燭數支，陰寒特甚；廊下喇嘛等數十輩，幢幢往來，膻腥

撲鼻，時欲作嘔」。活佛鼻上架黑晶眼鏡以掩飾其雙目失明，問好聲細不可

聞；陳籙發言時，由祕書以蒙語譯述，「活佛屢屢點首示意，不發一言」。

告退後前往參加晚宴，席間除全羊一隻為蒙產外，餘用中國之肴、俄國之

酒。29除了可能擔心陳籙等吃不慣外，想來蒙古官員對中俄食酒也是相當熟

悉的。不過，陳籙對蒙古點心尚無法領受，活佛送來麵油白糖製造之點心，

被認為「味極腥惡」，將其分賞僕媼，「竟無一人敢下咽者」。30他認為蒙人生

活簡單，以羊肉為食，除羔羊之外，不知世界還有其他美食。31事實上，筆

者在蒙期間相當享受當地點心與羊肉，但不習慣羊油、羊肉味道的漢人也所

在多有，陳籙的想法應非例外。飲食不合引發身體不適也是後來陳籙意欲離

職的原因之一。

蒙古王公喇嘛來見陳籙時，所行禮節有脫帽鞠躬者、長跪叩頭者，也

27 當日陳籙即電外交部，報告已入見活佛。〈報告入見活佛情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館藏號03-32-171-01-060，民國四年十二月三日。

28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91。
29 同上註，頁91-92。
30 同上註，頁93。
31 同上註，頁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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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傳統呈遞哈噠及鼻煙壺者；而脫帽鞠躬者在陳籙眼中，顯得可笑。32由

此可見，蒙古實乃文化交流之地，不管是從俄國傳來的西式禮儀，抑或中國

引入的漢地禮節，蒙人均可彈性接納，隨機採用；或許有人知道陳籙曾經留

洋，故以西式禮儀待之，但或因仍未熟悉，故看起來不自然而略顯可笑。

曆法方面，蒙古與漢人同樣習用舊曆，但因蒙曆編定，凡遇吉日可任意

延長一兩日，如遇凶日可將此日消除，故與中國舊曆往往相差一兩日不等。

1916年二月三日為中國舊曆大年初一，而蒙曆大年初一則慢了一天。在蒙漢

人則仍依中國舊曆過節。33

外蒙當時文教並不發達，仍無印版卷帙，偶有史籍，均出自傳抄。陳

籙得蒙文書一種，名為保權，記述成吉思汗武功及各部落沿革，令學生黃成

垿口述後筆譯之。此書後來以《蒙古逸史》之名出版。34陳籙在校訂此書初稿

時，也因「塞外苦無卷籍，僅就所攜者，略加參考，附綴按語」。35此外，外

蒙原有日報一種，免費贈閱，讀者仍少。陳籙到庫後，覺得該報憑空造謠，

報導中國負面消息，稍加干涉，材料愈少，後改為週報；原主筆離職後，託

一布里雅特人承辦，無法按時出版，有事時偶爾出版一張，力量極微，也不

再聽到沿街叫送之聲。36陳籙認為，由於交通梗絕，蒙人終身與牧群為伍，

不出戈壁範圍之外，所往來者只是山西無識的商人，恰克圖一隅雖與俄人通

32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93。
33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15。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這段時期的外蒙相關資料牽涉到

四種曆法：葛理歌爾曆（Gregorian calendar）、朱利安曆（Julian calendar）、蒙古陰曆以及

中國陰曆。朱利安曆為俄人使用至1918年初，此曆法在20世紀比現在一般使用的陽曆

晚了13天，因此使用俄文資料上記載的日期時，必須加十三天才符合目前使用的陽曆

（即葛理歌爾曆）。蒙古人使用的陰曆和中國陰曆通常相合或晚一天，但有時因為閏月不

同的關係，也可能差上一個月之久。

34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32；陳籙，〈蒙古逸史〉，《蒙事隨筆》附錄，自序（1918；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1。

35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98-199。
36 同上註，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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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多半為西伯利亞一帶俄商，種族複雜，語言不通，程度亦復相等，因此

文化無從輸入，競爭之心亦無從生出。37

蒙地宜游牧，不宜農耕，故蔬菜極為難得，種類與數量均少。陳籙日記

指出，有者僅俄國白菜、韭菜、菠菱數種，連蘿蔔亦不可多得；除羊肉蘑菇

外，幾無其他食物，故其兒女輩食量減少，僕媼面容憔悴可憐。38其詩中也

有「僕餓爭隨秋葉散」字句，提及「僕輩不能耐苦，求去已過半」。39蒙古的

氣候不僅不利蔬果生長，對人亦非友善。冬季北風凜冽，氣溫嚴寒，南來之

人如陳籙者，實難適應。自1916年五月開始，每日早餐後脾胃作痛，晚上

需藉助安眠藥始可入睡，六月初有咯血狀況，陳籙因此向國務院懇准辭職。

其同人中，患咯血者另有兩三人，說是土拉河水性寒冷，非南人所宜。40若

遇連日下雨，街衢積潦匯流入土拉河，河水穢濁不堪；而庫倫日常飲用水均

來自土拉河，九月至次年四月為鑿冰煮雪取水，五月以後則飲河水。陳籙認

為，百病之源，均由此生。41他在其辭職呈文中寫道，「南人于役塞外，餐冰

齧雪，本非素幸所宜」；加以「庫倫地在邊荒，藥品本來極缺，醫治又復乏

人，長此纏綿，恐有束手坐待之勢」。42總之，氣候上的不適應，造成身體不

適，讓陳籙數度請辭。哲佛兩度電呈大總統婉商陳籙留任，有意再電，陳籙

力阻，告以辭職實以「水土不服，病體難以支持」，乞其勿再發電。43

蒙人不事耕作，不業工商，外蒙官府歲入之款，除森林牧畜礦產外，

均取於中國商民所納各類租稅以及金礦、電報盈餘；而各旗稅收專為本旗

37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239-240。
38 同上註，頁125。
39 陳籙，《止室（任先）先生年譜•詩存》，頁65。
40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33。
41 同上註，頁145-146。
42 同上註，頁154。
43 同上註，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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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向來不繳庫倫。44陳籙日記亦數度提及蒙人不喜工作，不當礦工，僅

出賃車馬，作為運輸之用，所得最為微薄。45他認為蒙人不知耕種，不事工

作，不營商業，仍處牧畜時代，是進化遲滯的表現。46

從其日記內容看來，陳籙不習慣外蒙的氣候水土，對蒙古文化習俗多視

為落後，認為蒙古社會尚未進化，反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缺乏現今

鼓吹的多元包容胸襟，但這也相當程度反映了當時漢人對蒙古社會文化的刻

板印象。陳籙一開始心理上就不願接任庫倫辦事大員一職，身體上也無法適

應當地氣候，這或多或少影響了他對外蒙風土民情的接受與欣賞。

肆、陳籙看蒙漢互動

依清代理藩院則例規定，外蒙圖什業圖汗、車臣汗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

圖每年准進貢白駝一隻、白馬八匹，其他王公不得擅進。清末，外蒙擅停九

白之貢，朝廷因邊局多事，未嚴以督責。在陳籙努力下，1916年元月外蒙政

府同意派車臣汗率團赴北京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與其妻達吉尼母名

義向大總統進呈貢品，禮單雖未包括九白，但對原已疏離的中蒙關係於形式

上有日趨和好之意。47

清代雖然允許內地商人直接進入蒙地做生意，但有很多規定與限制。

那些在烏里雅蘇台、庫倫、恰克圖和外蒙喀爾喀人中做買賣者必須根據他

們入蒙路線申請理藩院發下的許可書。48取得許可的內地商人必須遵守相關

44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14。
45 同上註，頁139。
46 同上註，頁239。
47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06-107。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最後一次進九白之貢是在宣

統即位時，參見《清宣統政紀實錄》卷2（臺北：華聯出版社影印，1964），光緒三十四

年十一月壬辰。

48 《欽定大清會典》（北京，1899）卷67，頁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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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包括嚴守核可的商隊人數、申請路線、貿易地點，一年內往返，限

制販售鐵器，不建造房舍，禁娶蒙婦，禁用蒙名，亦不得貸與蒙人大筆銀

兩等。商人若違反規定，其貿易許可將被取消或遭受其他處罰。49經過長期

的經營，20世紀初漢商在外蒙經濟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陳籙於恰克圖

會議期間，認為山西商民在外蒙以放債為營業之主要項目，「重利盤剝，暗

無天日，小民無告，坐受欺凌，二百餘年，相沿成習」，導致外蒙上下仇視

華官，乃是外蒙脫離中國之遠因。50陳籙此一看法有其道理，因為有些學者

相信，蒙人渴望脫離中國獨立是因為他們寄望以此一筆勾消積欠漢商的債

務。51

由於漢人赴蒙經商向不攜眷，地方情形稍熟之後，便與蒙婦相識甚至

同居，百餘年來已成習慣，因無正式婚姻關係，故陳籙有「外蒙無娼妓，然

遍地皆娼妓」之感。此類情感糾紛而需漢蒙會審的案件每月均有數起，而情

感糾紛也常連帶造成財產爭奪。52蒙古雖有婚姻習俗，但並無漢人類似之貞

操觀念。馬鶴天在他1926-1927年考察內外蒙古的日記中提到，庫倫當時有

兩三千名娼妓。53陳籙寫道，「大抵蒙女之姘識漢人，因赤貧無依，藉為生活

者有之，擁厚資而豢養無業之漢人，漢人因之為生活者有之，生育子女，儼

49 《欽定大清會典》卷67，頁5b；《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1886），卷978戶丁、983邊
務；陳炳光，《清代邊政通考》（1934；臺北：南天書局影印，1987），頁189、226-22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旅蒙商大盛魁》，

內蒙古文史資料，冊12（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史書店，1984），頁2；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 Ш. Бира (редактор),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3-е издание, 1983, c. 226。

50 陳籙，〈恰克圖議約日記〉，頁10。
51 А. Риш, “Монголия на страже сво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Тихий океан, no. 4 (6) (окт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35), c. 99, cited from Peter S. H. Tang, Russia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99.

52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62-163。
53 Ma Ho-t’ien, Chinese Agent in Mongolia: A Report on the Birth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r. John De Franci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9), pp.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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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家者有之。」他還向蒙古王公提議整頓風俗，改良婚嫁，但對方唯唯而

退，他認為這已是積重難返。54由此可見，這類婦女或許不應稱之為娼妓，

因為她們與漢人男人的關係並非單純性交易，還涉及婚外情，也有實際成家

者，但因法規禁娶蒙婦，無法登記為正式夫妻。這對曾經為其叔母跳樓殉夫

的烈婦行徑呈請政府表揚獎勵 55的陳籙來說，自然難以接受，但對一般蒙人

而言，應屬普遍正常，官員也不覺得有必要干涉。

伍、陳籙看在蒙漢人

外蒙漢人多自晉魯北直內蒙而來，性情「椎魯勤嗇，尚有古風」，有在

庫倫暨各旗經商者，有種地者，也有從事苦工如金溝礦工者，民情不甚刁

健，其中有一二黠桀者，往往甘心為俄蒙人作倀，殘害同胞，藉博微利。56

在庫倫之漢人以大小經商者為最多。根據陳籙日記，庫倫商務有西幫、京幫

之別，西幫者非專指山西一省，乃是混合山西之太原、大同、汾州，直隸之

天津、宣化、慰州、萬全以及張家口、察哈爾、多倫諾爾之商人集結而成，

在內外蒙各旗勢力壯大，是西北關外中國商務之樞紐。京幫則專指北京安定

門外外館各商家在庫倫所設之分號，僅在西庫倫一隅，五六十家而已，其資

本基礎與勢力範圍，均遠遠不及西幫。西幫商人多為大宗批發營業者，資本

多在三五十萬元上下，其行棧聚集於東營買賣城，分布於西庫倫及外路各

旗；而京幫則從事零售業，宜於俄蒙雜居、人煙繁盛之西庫倫，其在西庫倫

最大商號資本各在五萬元以上。陳籙認為，山西商人多安分敦樸之輩，長

於保守，但不知趨勢，難以進步；京幫商人表面看似開通，但浮誇虛偽，不

54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162-163。
55 同上註，頁159-161、210。
56 同上註，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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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德，長於排擠同類，兩者性情不同，根基亦異。根據1915年年底商會

報告，在庫倫經商漢人計6,115人，土木工匠1,500餘人，金礦工人1,600餘

人。金礦工人多天津、保定、河間三府人民，概皆無業遊民，徒步而來，最

好滋事，搶掠命盜各案，皆所自出。57

外蒙金礦由俄人總辦開採，但工人多為華人，當時有華工2,500人左

右，而俄工僅約200人。這些礦工時常聚賭滋事，盜賣金沙，外蒙移交詞訟

舊案中，金礦刦殺案也最多。據陳籙聽聞，「工人聚賭，多由包工強迫，藉

以搜刮工人所入；如有潔身自愛，不願聚賭者，包工輒加斥革，遂致養成此

種惡習。」58華工偷竊金沙，日積月累，無法運輸出境，只得結交匪類，以為

羽翼，故無業流氓多聚集於金溝附近，聚賭殺人，無惡不作。庫倫、恰克圖

均有收買私金之商店，雖獲利甚厚，然與匪徒交易，時有被劫殺之情況，有

其危險性。隨著匪徒愈聚愈多，陳籙曾向金礦公司提議，由其派一審判員駐

紮礦場適中之地，辦理案件。59

陳籙駐蒙期間，有件讓他相當棘手的事即是組織漢商成立庫倫商務會。

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往庫倫漢商組有甲首，「立甲董四名，山西占其三，北

京居其一，以經營商業公益之事。」但日久弊病叢生，遭當地商人詬病，且

其辦事章程與部定商會規則多所不合，故需重組正式商會。然組織一事，因

山西、北京商人意見不合，爭執地點權限，互不相讓，多所延宕。後由陳籙

派員調停，責令成立，始克勉強解決。60

然而，創立商會後，晉京兩幫互相攻訐，爭執愈烈，幾乎不能開會，

陳籙只好在原章程之外，擬定變通規則六條，同意分設東西事務所兩處，

57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249-253。
58 同上註，頁110-112。
59 同上註，頁139-140。
60 同上註，頁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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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政事務劃清界線，互不侵越；庫倫商會照章存在，已報部章程與人事不

予變更，會員可自選事務所加入；商會鈐記暫存辦事大員公署，需用時事務

所各派一人來署蓋用，公署行文時，各備兩份，分別行知；商會經費，普通

公益經費由兩事務所平均分攤，特別利益經費則由各所屬事務所負擔；各事

務所所需各項經費，由各自會員負擔。如有藉端抗拒者，允各會員十名以上

聯名指控。61雖然陳籙費心協調，但從此變通規則看來，除了表面上成立聯

合商會外，庫倫漢商仍是各幫自行其是。不過，外蒙最大的商號大盛魁的總

號並不在庫倫，而在烏里雅蘇台，於庫倫、歸化、科布多等地所設者為其分

號。62或許在烏里雅蘇台的漢商情形不似庫倫複雜，讓大盛魁得到更好的發

展條件。

19世紀以後，中國吸食鴉片者增多，雖然庫倫禁煙已久，但吸食鴉片

之人，所在多有，其中以漢商為多，蒙人亦有吸食者，婦女尤甚。煙土多半

產自海參崴一帶，俄商取道恰克圖運來庫倫，祕密轉售漢商。除來自俄國生

產的煙土外，也有其他地方生產的煙土，「俄土色紅而滯，西土色黑而澤，

極易辨認，一望而知」。陳籙指出，庫倫禁煙較他處為難，因為該地華蒙雜

居，查察不易。63外蒙本地不產鴉片，輾轉從遠地運來，相信價格不斐，私

販獲利也高，而漢商離鄉背井來蒙營生，加以當地娛樂缺乏，吸食大煙或許

和賭博一樣，也是紓解壓力的方式之一。漢人在外蒙也有失業者，陳籙日記

中載有失業華工為飢寒所迫，聚眾搶奪金礦公司麵粉一案。64

庫倫漢人頗多，隨之而來的除了內地物品外，宗教與廟宇也在當地立

足。除了漢人足跡所到處必有之關帝廟外，庫倫還有觀音、呂祖、城隍各

61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222-223、228-230。
62 同上註，頁255。
63 同上註，頁232。
64 同上註，頁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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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相關之歲時祭儀如城隍神出巡、祭神演戲等均有舉行，蒙古男婦亦入廟

焚香，隨著漢人敬謹奉祀。最受尊崇的關帝廟，除了庫倫外，在恰克圖、科

布多、烏里雅蘇台和唐努烏梁海皆有建立。陳籙好奇「漢人在蒙生聚二百餘

年，無一入喇嘛教者」，認為是中國人的特色。65蒙人信奉關帝，有其淵源。

漢文書籍廣為流傳蒙古者有三國演義、紅樓夢、金瓶梅三種。66滿人亦喜讀

三國，有言清初即曾仿效桃園結義，與蒙古諸汗約為兄弟，自認劉備，而

以蒙古為關羽，並透過不斷抬高關羽表示尊崇蒙古之意。67而對於陳籙的提

問，筆者認為，如果漢人數量不足以在蒙地建廟，或許有可能就便信仰當地

宗教，但既然蓋了自己的廟，就沒必要信奉他教。不過，旅外漢人建廟與其

族群或文化認同有關，不管在哪兒，只要有一定人數的漢人聚居，總會建立

中式廟宇，這在世界各地華人社區處處可見。68漢人不但蓋自己的廟，也幫

蒙人蓋廟，蒙古僧俗最為崇奉之邁達里廟，殿內前半有佛像高丈餘，鑄以黃

銅，復以黃金，即是由多倫諾爾中國工人所鑄造。69外蒙因為宗教關係，在

佛廟範圍十里以內，例不容執行死刑及掩埋屍首。70不知此規定是否及於漢

人所拜之廟，如果蒙人也進漢人之廟，似乎應該一體適用。

陳籙日記記錄了在蒙漢人的工作、生活以及彼此的互動，如何處理在

蒙漢人相關問題也是陳籙在庫倫的重要工作。漢人在蒙經商工作已有兩百

65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236-237。
66 同上註，頁240。
67 徐珂所編《清稗類鈔》喪祭類「以祀關羽愚蒙」寫道：「本朝羈縻蒙古，實利用《三國志》

一書。當世祖之未入關也。先征服內蒙古諸部，因與蒙古諸汗約為兄弟，引《三國志》

桃園結義事為例，滿洲自認為劉備，而以蒙古為關羽。其後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攜貳

也，於是累封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以示尊崇蒙

古之意。是以蒙人於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惟關羽。二百餘年，備北藩而為不侵不

叛之臣者，端在於此，其意亦如關羽之於劉備，服事惟謹也。」

68 感謝論文審查人提醒建廟與族群認同之關聯。

69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95。
70 同上註，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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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年，相關問題龐雜繁複，顯然不是駐蒙僅一年七個月的陳籙可以順利解決

的。

結論

陳籙先於恰克圖參與長達九個月的中俄蒙協約談判，順利保住中國對

外蒙之宗主權，後續擔任庫倫辦事大員，駐紮庫倫一年七個月，與外蒙關

係不謂不深。他盡忠職守，在駐庫期間完成多項重要工作，對外蒙也有進一

步理解。不過，他評判蒙人蒙事多從漢人角度出發，認為蒙人落後，尚未進

化，從其所撰「蒙古進化扞格之原因」一文即可明白看出。在該文中，陳籙

相信人群進化原則必由行國而居國，由漁獵而牧畜而耕桑，因此蒙古可謂進

化遲滯。他條列說明蒙古進化扞格之原因有六，分別為水土之寒冷、交通之

梗絕、宗教之墮落、貴族之壓制、生活之簡單以及性質之驕傲。又言，蒙人

性情在驕惰之外，多疑寡信且蔑道德輕仁道；認為「內蒙接近察哈爾黑龍江

各盟，進化較速，民智漸開，與喀爾喀四部，不得同日而語」。該文結語指

出，「此庸頑民族，似不能自存於今日，幸其所居之地，不在世界競爭潮流

之衝，故得以苟延殘喘。然使一旦為他人所利用，其為禍之烈，猶有甚於洪

水猛獸者。我中國如不圖自強，恐終不免為我漢族西北之患也。」71陳籙保全

領土主權愛國之心明顯，但其相信之人群進化原則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加上

以農耕定居視角判斷游牧蒙人，無法感同身受，同理蒙人，想要進一步挽回

外蒙對中國之信任，放棄獨立建國想法，無異緣木求魚。

從〈奉使庫倫日記〉之簡單整理，可知陳籙眼中的蒙古呈現以下幾個特

色：

首先，外蒙官員不認同中國，有意顯示獨立，時有刁難做作。他們個性

71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頁23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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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慮慎言，不易建立親密關係；沒有親俄派、親華派之分，僅有親俄派、非

親俄派之別。外蒙政制司法尚未成熟，顯得可笑。幸好陳籙表現能為蒙人接

受，得以建立合宜的互動關係。

其次，在蒙生活不易，無論是物質或精神生活均相當缺乏。物質方面，

難得蔬菜，僅有羊肉，點心無法下嚥，缺少潔淨用水，南方之人不易適應，

容易染病，生病也無合適藥品。精神方面，曆法有異，書報極少，文化無從

輸入，導致缺乏競爭之心，進化遲滯。

再者，蒙漢互動機制包括日常商業買賣、買賣華工盜竊私金、漢人與蒙

婦同居甚至生兒育女、蒙人參與漢人宗教活動等。其中有和諧互動之處，也

有爭執衝突之例，後者有賴漢蒙會審解決。

最後，在蒙漢商提供蒙人日常生活所需物品，角色極為重要，但晉幫、

京幫互不相讓，無法統合。金礦華工工作辛苦，深陷聚賭之害，盜賣金沙者

往往引發嚴重糾紛，涉入刑責。漢人把內地宗教帶入蒙古，建立寺廟，精神

得以慰藉，但也有人保有吸食鴉片的習慣。

在蒙古近代史中，除了和蒙人關係密切的滿人外，漢人也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許多漢人──尤其是商人與官員──在蒙古生活，與蒙人互動。在帝

國衰微、外敵環伺、中國與蒙古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這些漢人的蒙古經驗

增進了他們對蒙古的理解，但商人和官員不同的身分與在蒙時間長短影響他

們對蒙古與蒙人的態度的異同。他們的經驗不僅影響其對於蒙古的看法，也

可能影響他們對自身民族或國族的認同。學習外語、出洋留學、爾後從事外

交工作的陳籙，原本就對國家民族有著較深的體會。在蒙古獨立浪潮中，他

於恰克圖議約過程中成功守住了中國在蒙古的主權，稍後又被賦予重責，就

任駐紮庫倫辦事大員，他和蒙方的互動雖然初期亦有不順之處，但基本上他

完成了交辦的幾件重要任務，和企圖展現其獨立的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彼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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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作的空間。陳籙的官職表現可以從公文檔案中去認識，但他在庫倫的具

體生活體驗與心得就必須從其日記與詩作中才能進一步理解。從他的私人著

作中，我們看到陳籙眼中的蒙古，他在當地的經驗看來並未讓他珍惜或欣賞

外蒙的風土民情，反而強化了他對自身文化以及國家民族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