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章

歐洲與中國文明對話的新開端

—以西人在元大都「汗八里」的經驗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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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元朝開始，歐洲與中國文明的對話和交流進入一個新階段。這

裡所謂「新」主要包含三層意義：一是從元朝開始，中歐文化交流地點

發生了轉移，歐洲與中國文化交流的重心由長安轉向元大都 —「汗

八里」。二是從元朝開始，歐洲與中國的交往正式見諸於各種西人遊

記、書信記載，例如，《馬可波羅行紀》、《鄂多立克東遊錄》、《馬黎諾

里遊記》等即是當時意大利商人、遣使遊歷中國的代表性作品，它們見

證了歐洲與中國交往的歷史，也是最早報道北京的西方遊記作品。三是

從元朝開始，羅馬教廷派遣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等方

濟各會士赴元大都，在這裡設立教堂，發展信徒，從此羅馬天主教傳入

到中國內地，中西宗教交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2

不過，有關元朝時期中西交通的材料在中國史籍中的記載相對較

少，作為正史的《元史》除了記述也里可溫教和馬黎諾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使華外，鮮少相關記載，這反映了明朝對前朝這方面史跡的

忽略甚至可能是忌諱。因此今天我們研究有元一朝的中西交通史主要是

依賴西籍史料。英國著名東方學家裕爾（Henry Yule）編譯的四卷本巨

著《東域紀程錄叢 —古代中國聞見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即是這方面文獻的滙集，張星烺編注、

1 即本書導論引佟洵主編《基督教與北京教堂文化》所譯之約翰．蒙特．科維諾，以及

下文引張星烺編注《中西交通史料滙編》所譯之約翰孟德高維奴。

2 有關元代在中西交通史上的歷史地位，向達先生曾指出：「從元代以後，西方 —

或者更確實一點是歐洲 —的文化逐漸向東方傳佈。七百年來的中國，同西方的文

化一天一天的接近，同印度的文化一天一天的離遠。」他還說：「到了元朝，中西交通

之盛，為以前所未有，西方歐洲諸國的人士聚焦於和林以及大都者為數不少。加以也

里可溫教的存在和僧人約翰的傳述，於是羅馬教皇便想用宗教的力量來感化這獷悍的

蒙古人，以求得一次意外的收穫。⋯⋯那時北京一隅，奉天主教的至幾萬人，漳泉一

帶，都有教堂，也可算盛矣。」對元代在中國與西方（歐洲）關係的新拓展所起的歷

史作用給予高度評價。參見向達：《中西交通史》，〈敘論〉，長沙：岳麓書社 2012年

版，第 7-8頁。

朱傑勤校訂的《中西交通史料滙編》第 1冊第五章〈元代中國與歐洲

之交通〉即多取材於該書。3以往論者對馬可．波羅及其遊記研究相對較

多，4而對孟高維諾、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馬黎諾里等方

濟各會士留下的遊記、書信論述較少。本章試以現存西籍所載「汗八

里」的材料為基礎，勾勒西人最初的北京形象 —「汗八里」。

一、	 中西交通的新形勢及西人來華路線

13世紀蒙古族的鐵蹄遍佈歐亞大陸，在他們所征服地區，成吉思

汗及其子孫們先後建立元朝和四大汗國：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

台汗國、伊利汗國。這些汗國將歐亞大陸連成一片，在被征服的廣闊疆

3 參見張星烺編注、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滙編》第 1冊，北京：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255-420頁。H. Yule trans &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13-1916). 1938-1939年該書在我國影印出版，由文殿閣書莊發售。該書第一卷

有中譯本〔英〕裕爾撰、〔法〕考迪埃修訂、張緒山譯：《東域紀程錄叢 —古代中國

聞見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初版；北京：中華書局 2008年再版）。第二

卷《珀德農的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有中譯本〔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濟譯：《海

屯行記、鄂多立克東遊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中華書局 2002年版），但註釋

部分刪略不少。第三卷分《來自中國和印度傳教士的信件和報告》（Letters and Reports of 

Missionary Friars from Cathay and India）、《蒙古人治下的中國》（Cathay under the Mongols）、《裴

戈羅提有關前往中國路線的記載》（Pegolotti’s Notices of the Land Route to Cathay）、《馬黎諾里

的東方行記》（Marignolli’s Recollections of Eastern travel）四部分。大部分內容的中譯文見諸張

星烺編注、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滙編》第 1冊，第 318-420頁。第四卷為《伊

本．白圖泰遊記》（Ibn Batuta’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鄂本篤從阿格拉到中國行記》

（The Journey of Benedict Goës from Agra to Cathay）。

4 中文有關馬可波羅的權威研究論著首推楊志玖著《馬可波羅在中國》，近有彭海著《馬

可波羅來華史實》。而專就《馬可波羅行紀》記述元大都盛景研究之論文則有張寧《〈馬

可波羅行紀〉中的元大都》，收入余士雄主編：《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北京：書目

文獻出版社 1983年版，第 85-106頁。朱耀廷：《〈馬可波羅行紀〉中的元大都 —農

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結合的產物》，載《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

第 2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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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蒙古各大汗國之間為了政治、軍事、經濟方面聯繫的必要，開拓海

陸交通，建立通訊驛站，從而使中國與中亞、西亞、歐洲地區的聯繫和

來往更加緊密。

與以往歷朝相比，蒙元帝國交通之發達，主要體現在海運交通和

郵驛制度這兩方面。白壽彝先生論及元代海運開拓的重要性時說：「元

明清交通底特色，是海運底發達。」「元以前的海運，並不是有整個的

計劃，而元以前的海運也與國家大計，無密接的關係。自元時起，海運

底意義便顯然和以前不同，這時的海運，顯然關係著國家底根本；它在

元明清的重要，一如運河之在唐宋。」5方豪先生指出元朝時期郵驛之

發達：「元代幅員最廣，東西交通亦最發達，欲究其原因，誠不易言，

而我國之郵驛制度亦以元時為最發達，實為最大原因之一。然以郵驛完

善，乃促進交通之頻繁；而交通之頻繁，固亦使郵驛之制，益臻完善

也。」6鄂多立克的遊記對蒙元驛站發達情形的形象報道，可為此提供

佐證：

因為旅客需要供應，所以他叫在他的整個國土內遍設屋舍庭院作

為客棧，這些屋舍叫做驛站（yam）。這些屋舍中有各種生活必需品，

〔對於在那些地區旅行的一切人，無論其境況如何，有旨叫免費供給兩

餐。〕當帝國中發生新事時，使者立刻乘馬飛奔宮廷；但若事態嚴重緊

迫，他們便乘單峰駱駝出發。他們接近那些驛站 —客棧或車站時，

吹響一隻號角，因此客棧的主人馬上讓另一名使者作好準備；前來投遞

情報的騎士把信函交給他，他本人則留下來休息。接過信的另一名使

者，趕快到下一驛站，照頭一人那樣做。這樣，皇帝在普通的一天時間

5 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3年版，第 159-160頁。

6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325頁。

中得知三十天旅程外的新聞。

但步行的急差則另有安排，一些被指派的急差長期住在叫急遞鋪

（chidebeo）的驛舍中，而這些人腰纏一帶，上懸許多鈴子。那些驛舍彼

此相距也許有三英里；一個急差接近驛舍時，他把鈴子搖得大聲叮噹

響；驛舍內等候的另一名急差聽見後趕緊作準備，把信盡快地送往另一

驛舍。於是消息從一名急差轉給另一急差，迄至它送抵大汗本人。總

之，整個帝國內發生的事，他就能馬上或者至少迅速地全部獲悉。7

內中有關急遞鋪之敘述，與中文文獻《經世大典．急遞鋪總序》所記內

容頗為接近。8蒙元交通、郵驛之空前發達，成為蒙元史的一大特徵。因

而研究蒙元交通也成為中外學術界的一大課題。9

元代發達的交通網絡，為西人來華提供了必要條件。西人前往元

大都「汗八里」所走的路線，大致可分為陸路、海路兩途。選擇陸路者

可以馬可．波羅、馬黎諾里為代表。馬可．波羅是從意大利出發，渡過

地中海，先到君士坦丁堡，然後橫過黑海，到達克里米亞，再穿過西

域的大沙漠，到達上都，最後南下抵達大都。10馬黎諾里先由海道抵君

士坦丁堡，然後渡黑海抵喀法，穿過察合台汗國都城阿力麻里，「過沙

7 H. Yule trans &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2, pp.231-233. 中譯文參見何高濟譯：《海屯

行紀、鄂多立克東遊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中華書局 2002年版，第 84-85頁。

8 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第 327-328頁。

9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參見德山：《元代交通史》，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 1995年版。

黨寶海：《蒙元驛站交通研究》，北京：崑崙出版社 2006年版。德國學者奧博瑞熙特

的《13-14世紀蒙古統治下中國的驛站交通》（Peter Olbricht, Das Postwesen in China unter der 

Mangolenberrschaft in 13. und 14., Jahrhunder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4）。〔日〕岩井

大慧：〈元代の東西交通〉，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學會編：《史學會創立五十週年紀念 

東西交涉史論》上卷，東京：冨山房，1939年版，第 359-394頁。

10 參見尚銘：〈馬可．波羅和《馬可波羅遊記》〉，收入陳開俊等譯：《馬可波羅遊記》，

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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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乃至東方帝國都城汗八里」。11選擇海路者以鄂多立克、孟高維諾為

代表。鄂多立克是從君士坦丁堡出發，先到巴格達，再由波斯灣乘船經

過印度、斯里蘭卡、蘇門答臘，最後抵達中國廣州，以後走陸路到揚

州，沿大運河北上到大都。12孟高維諾先到波斯國討來思城，然後泛洋

至印度，再經東南亞海域、南海到中國。13歐諺曰：「條條大路通羅馬。」

在 13、14世紀，元大都作為世界性的大都會，可謂四通八達，條條大

路通大都。

由於陸上交通相對便捷，當時「歐洲的旅行者們前往中國旅行大

多數走的是陸路」，這與明清時期主要通過海路前往中國的西方傳教

士、商人明顯有別。張星烺先生論及元朝中歐通商情形時指出：「裴哥

羅梯之《通商指南》最可證明當時中歐通商之盛。氏雖未親至東方，然

確聞諸曾至東方商人。吾人讀其書，可悉當時歐亞二洲陸道通商所經

之道途及情況若何也。」14此處張星烺先生所說的裴哥羅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的〈通商指南〉，第一章即述「陸道至契丹」。張先

生附註曰：「《元史》卷一一七〈朮赤傳〉，謂其封地在西北極遠，去京

師（汗八里即北京）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朮赤封地即

欽察國。後經拔都力征經營，疆宇更廣。其都城在窩爾加河畔撒雷城。

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一遺札言由克里米亞至北京須時五六月，裴哥羅梯

11 H. Yule trans &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3, pp.209-214. 中譯文參見《馬黎諾里遊

記》，收入張星烺編注、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滙編》第 1冊，第 351-353頁。

12 參見何高濟譯：《鄂多立克東遊錄》中譯者前言，收入《海屯行紀、鄂多立克東遊錄、

沙哈魯遣使中國記》，第 31-32頁。

13 H. Yule trans &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2, p.43. 中譯文參見〈約翰孟德高維奴信之

一〉，收入張星烺編注、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滙編》第 1冊，第 320頁。

14 〈三六、商人裴哥羅梯及其《通商指南》〉，收入張星烺編注、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

史料滙編》第 1冊，第 413頁。

《通商指南》謂須時八閱月以上。三書小有不同，而大抵相符也。」15也

就是說，當時從歐洲由陸路來元大都，大約需六到八月不等。而從海路

來華，則需兩年多時間。

元朝後期，各大汗國之間烽火連天、戰爭不斷，陸路交通受到阻

礙。孟高維諾在對陸、海兩路進行比較時提到這一點：「來此道途，以

經峨特（Goths）國境（今克里米亞 Crimea）為最便捷。沿驛道，隨郵

差而行，五六閱月即可抵此。若由海道則道途遼遠，且危險萬狀。其

第一程，約與阿扣港（Acre）至渤洛文斯省（Provence，古代法國省名）

相等。第二程，約與阿扣港至英格蘭相等。苟無信風，至有須二年餘始

得抵此者。然陸道梗絕，不通已久，韃靼諸王自相攻伐故也。」16馬黎

諾里後來也由於各大汗國互相攻擊，陸路交通受到阻斷，被迫改由海路

返回。他述此情時說：「陸路因有戰爭，閉塞不通，行旅裹足。」17伴隨

著蒙元帝國的崩潰，中西交通的諸種條件隨即消失，因此，「基督教使

團和商人活動很快從歐洲與中國的交流中退出」。18明末清初以後，西歐

來華之傳教士、商人或使節，幾乎均取海路前往中國，這與當時歐亞大

陸出現奧斯曼、俄羅斯兩大帝國的崛起，以及這兩大帝國在陸路阻斷中

西交通有關。

關於蒙元帝國在中西交通史上的歷史作用，西方與中國學者都曾

給予充分肯定：

15 同上，第 415頁。

16 H. Yule trans &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3, pp.48-49.中譯文〈一七、約翰孟德高維

奴信之一〉，收入張星烺編注、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滙編》第 1冊，第 323頁。

17 H. Yule trans &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3, p.228. 中譯文〈二七、馬黎諾里遊記〉

摘錄，收入張星烺編注、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滙編》第 1冊，第 355頁。

18 H. Yule trans &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1, p.172. 中譯文〔英〕裕爾撰、〔法〕考迪

埃修訂、張緒山譯：《東域紀程錄叢 —古代中國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 2008年

版，第 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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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沒有蒙古帝國，馬可．波羅和許多其他人也許還留在本鄉，

或到別的地方發揮他們的冒險精神去了，因為他們無法在不安全的條件

下完成穿越亞洲的長途跋涉，也無法為他們的商業活動或傳教活動在中

國找到必要的條件。因此，蒙古帝國時代，雖然中國人將其視為自己歷

史上最憂傷的時代，但實際上卻是人類最有魅力的一個時代。由於當時

歐洲所充滿的活力和只有世界性的帝國才能提供的安全保障，才使得人

員易於往來，思想易於交通，貨物易於流通。19

蒙古人，雖然是殘忍的，但是還有一種對於世界的責任感，並且

對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們從亞洲的一端到另一端開闢了一條寬闊

的道路，在他們的軍隊過去以後，他們把這條大道開放給商人和傳教

士，使東方和西方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進行交流成為可能。20

他們所建立的完備而高效的郵驛制度無疑推動了歐亞文明之間

的交流，元朝也因此而成為歷史上中國與西方交通最為頻繁的朝代之

一。21

蒙元郵驛和交通之發達實為當時的中西關係和文化交流奠定了新

的基礎，東西方文化第一次在蒙元帝國的懷抱裡聚合在一起。

19 〔意〕白佐良、〔意〕馬西尼著，蕭曉玲、白玉崑譯：《意大利與中國》，北京：商務印

書館 2002年版，第 24頁。

20 〔英〕道森（C. Dawson）著、呂浦譯：《出使蒙古記》，〈緒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9-30頁。

21 孫尚揚、〔比〕鐘鳴旦：《一八四〇年以前的中國基督教》，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4年

版，第 82頁。

二、	 馬可．波羅進入元大都的路線、時間、住所

《馬可波羅行紀》（以下簡稱《行紀》）堪稱西方世界第一部真正意

義上的「發現東方」之巨著。其問世以來，在西方廣為流傳，版本達

143種之多。22《行紀》第一卷記述了「馬可波羅自地中海岸赴大汗忽必

烈駐夏之上都沿途所經之地及傳聞之地」，也就是說，這一卷實際交代

馬可．波羅赴上都所走路線，這在地理學上是一大貢獻。其中「引言」

部分為概述大致經過。

馬可．波羅父親尼古剌（Nicolas）與其弟瑪竇（Matteo）為威尼

斯富商，1260 年自君士坦丁堡前往黑海營商，中途遭遇戰火，為安

全只好向東，在波斯境內的不花剌城遇見東韃靼君主旭烈兀遣往上都

覲見大汗的使臣，他願帶馬可兄弟二人前往上都去見大汗。1266年馬

可兄弟隨使臣到達上都大汗駐地。忽必烈接見馬可兄弟二人，詳詢教

皇、教會、羅馬諸事，隨即作書，請馬可兄弟與一男爵作為使臣，「此

類書信之內容，大致命教皇遣送熟知我輩基督教律，通曉七種藝術者

百人來」。23波羅兄弟返回途中，抵達阿迦，時在 1269年 4月，聞教

22 法國學者考迪埃對《馬可波羅行紀》的版本從出版次序上作了歸類：第一類是原本，

如頗節（Pauthier）本；第二類是改訂本，如剌木學（Ramusio）本；第三類是合訂本，

如裕爾（一譯玉耳）和考迪埃（H. Yule-H. Cordier）的校訂本。參見馮承鈞：〈序〉，

收入〔法〕沙海昂（A. J. H. Charignon）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北京：商務

印書館 2012年版，第 1頁。頗節本的中譯本以是書為代表。合訂本以〔意〕馬哥孛羅

（Marco Polo）著、〔英〕亨利玉爾（H. Yule）英譯兼注、〔法〕亨利考狄（H. Cordier）

修訂兼補注、張星烺漢譯兼補注《馬哥孛羅遊記》（第 1冊，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

1929年版）為代表，惜未譯完。有關《馬可波羅行紀》的版本源流及在中國介紹，參

見楊志玖：《馬可波羅在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1-45、195-236

頁。黨寶海：〈新版前言〉，收入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黨寶海新註：《馬可波羅行紀》，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15頁。

23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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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逝世之消息，遂往見埃及之主教大使梯博（Thibaudde Plaisance），

後者建議他倆回去等候新教皇選出。波羅兄弟遂回家鄉威尼斯（一譯

物搦齊亞），攜馬可「逕赴阿迦」，因教皇沒有選出，經大使同意，波

羅兄弟攜帶馬可，從阿迦出發，「擬往覆命大汗」。行到剌牙思，聽說

大使梯博業已當選教皇，號梯烈果兒，遂改回阿迦謁見教皇。「教皇以

禮待之，並為祝福。嗣命宣教士二人往謁大汗，履行職務。此二人皆

為當時最有學識之人。一名尼古勒（Nicole de Vicence），一名吉岳木

（Guillaume de Tripoli）。教皇付以特許狀，及致大汗書。他們四人接到

書狀以後，教皇賜福畢，遂攜帶尼古剌君之子馬可，辭別教皇，從阿迦

到剌牙思。」24由此可見，波羅兄弟是負有教皇與大汗之間往來傳遞書

信使命的。

經過三年的艱苦跋涉，波羅兄弟及馬可抵達上都。大汗設宴款待

三人。馬可「嗣後熟習韃靼的風俗語言，以及他們的書法，同他們的戰

術，精練至不可思議。他人甚聰明，凡事皆能理會，大汗欲重用之」。

其後人皆稱之「馬可波羅閣下」（Messire Marc Pol）。「馬可波羅仕於大

汗所垂十七年，常奉使往來於各地。」25

第一卷正文部分詳載馬可兄弟及小波羅從威尼斯到上都的路線及

其沿途見聞。1271年，他們從威尼斯起程，渡過地中海，到達小亞細

亞半島的小阿美尼亞、突厥蠻州（Turcomanie）、大阿美尼亞、谷兒只

（Georgie）；然後南行，沿著底格里斯河谷，途經毛夕里國（Mossoul）、

報達城（Badad）、帖必力思城（Tabriz）、法兒斯國，到達伊斯蘭教古

城巴格達；隨後向東，進入波斯境內，經過耶思德、起兒漫國、哈馬底

城、忽魯模思城（Ormus）、忽必南城，這裡是伊兒汗國的管轄範圍；

24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25頁。

25 同上，第 28頁。

再向東穿過今阿富汗境內的巴里黑城、巴達哈傷州、帕篩州、客失迷

兒州，翻過帕米爾高原，穿經今新疆西部的可失合兒國（Kachgar），

開始進入西域的鴨兒看州（Yarkend）、忽炭州（Khotan）、培因州

（Pein）、車兒成州（Ciarcian, Tchertchen）、羅不城（Lop）、唐古忒

州（Tangout）、哈密州（Camul）、欣斤塔剌思州（Chingintalas），然

後沿著河西走廊，經過肅州、甘州，折向北到達唐古忒州的亦集乃城

（Bdzina），最後到達上都 —哈剌和林城（Karakorum）。時在 1275

年夏。

《行紀》對馬可波羅來華沿路情形記載的另一個重要價值是對沿途

的基督教徒散佈狀況做了紀錄。26朱謙之認為：「據《馬可波羅遊記》所

收漢文資料，均足以證元代景教的發達情形。據《馬可波羅遊記》所述

由喀什噶爾以東，直至北京沿路一帶，幾無一處無聶派基督教徒。」27

其所經之可失合兒國、鴨兒看州（今新疆境內）、唐古忒州、肅州、甘

州、額里湫、鄯州、額里哈牙國（今甘肅境內）均載有聶思脫里派之基

督教徒。28

在 13世紀的外文文獻中，記載有關通過陸路從西歐來到元上都的

有《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從歐洲經西亞、新疆來

到元大都的有《馬黎諾里遊記》，但他們對沿途所經之地的記載比較簡

略，遠不如《馬可波羅行紀》詳細。《行紀》對沿途的風土人情、歷史

26 《馬可波羅行紀》有關基督教的材料摘錄，參見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pp.128-143. 中譯文參見〔英〕阿．克．穆爾著、郝鎮華譯：《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

基督教史》，第 147-165頁。相關研究成果介紹，參見張西平：〈《馬可．波羅遊記》與

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收入氏著《中西文化的初識：北京與羅馬》，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26-133頁。

27 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77頁。

28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86、87、88、109、113、117、119、148、

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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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均有報道。馬可波羅對此有所交代：「馬可慎重執行他的使命，因

為他從前屢見使臣出使世界各地，歸時僅知報告其奉使之事，大汗常責

他們說：『我很喜歡知道各地的人情風俗，乃汝輩皆一無所知。』大汗

既喜聞異事，所以馬可在往來途中注意各地之事，以便好歸向大汗言

之。」29這是《行紀》可能詳細描寫所經之地的風俗、地理的緣由。由

此可以看出，《行紀》作為一部地理文獻具有極高的價值。

馬可．波羅到達大都的時間尚不可確考，一般認為他抵達上都的

時間是在 1275年（至元十二年），到達大都應在同一年。他到達大都

後，忽必烈交給他的第一次使命是出使雲南，據陳得芝先生考證，「波

羅出使雲南的時間不會早於至元十七年」，而「波羅經過京兆的時間

大約在至元十七年六月之前不久」。30由此可以推斷，馬可．波羅第一

次到大都的時間大致是在 1275年（至元十二年）到 1280年（至元十七

年）之間。在大都期間，馬可．波羅學習了數種語言。於是，「大汗欲

重用之」，「命他奉使至一程途距離有六個月之地」。31第二次在大都的

時間是 1280年從雲南回京到 1282年出使揚州、杭州之間，《行紀》所

述 1282年 3月阿合馬被殺一事，馬可．波羅自稱此時正在大都。第三

次在大都的時間是 1286年馬可．波羅在揚州任官三年後，從揚州回到

大都作短暫停留，到隨同忽必烈征討乃顏（1287年春末）之間。第四

次是 1287年回到大都到 1288年南下出使「印度」（即今東南亞）之間。

第五次是 1290年從「印度」回到大都到 1291年 1月奉命出使波斯之

29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27-28頁。

30 陳得芝：〈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叢談》，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 432頁。

31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27頁。

間。32總之，馬可．波羅五次在元大都的時間前後約九年，佔其來華時

間（1275-1291年）一半以上。

有的學者認為，「如果馬可波羅至元十二年（1275）到大都，那

麼他最初住在南城老會同館，至元十三年（1276）遷入北城新會同

館」。33這種說法值得商榷，馬可．波羅初到大都時，可能住進會同

館，這是合乎常理的安排。但到他後來為元廷服務後，應另有安排，不

會繼續住在供使節下榻的會同館。

三、	《馬可波羅行紀》中的「汗八里」

《行紀》對中國繁華的城市、豐富的物產、發達的交通、有序的政

治、多元的宗教極度稱羨的描寫，對尚處在「黑暗的中世紀」的歐洲產

生了強烈的衝擊和震撼。由於元大都是元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也是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是書對元大都濃墨重彩的描述，成為

全書最重要的亮點所在。故將《行紀》中有關元大都的描述文字做一解

析，實為總結馬可．波羅的「汗八里」經驗。

描述「汗八里」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該書第八十三章〈大汗之宮廷〉

到第一○四章〈契丹州之開始及桑乾河石橋〉，篇幅約佔全書的十分之

一。如果說，《行紀》是一部奇書，那麼，馬可．波羅對「汗八里」的

宮殿之建制、街道之佈局、大汗之誕節、朝會、行獵及其周圍交通、郵

驛的大手筆描寫，對一個遠道而來的歐洲旅行者來說，毫不誇張地說，

32 有關馬可．波羅在華遊歷憶述，參見彭海：《馬可波羅來華史實》，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31-172頁。林梅村：〈馬可波羅在北京〉，收入氏著《大朝春

秋：蒙元考古與藝術》，北京：故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71-172頁。林文認為馬可．

波羅四次在京。

33 林梅村：〈馬可波羅在北京〉，收入氏著《大朝春秋：蒙元考古與藝術》，第 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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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得上是一大「奇觀」。《行紀》多處使用「奇觀」二字，正是表現了

馬可．波羅對「汗八里」的這種觀感。《行紀》對「汗八里」的描述，

著力於大汗威權和物質財富，體現了「權力的發現」和「物質的啟蒙」

這兩大後來為西人所重視的元素。故《行紀》所蘊藏的豐富的「汗八里」

的史料價值，值得我們發掘和解讀。

「汗八里」之意涵  「汗八里」之名最初出現在《行紀》中是在第

八○章〈大汗還汗八里城〉：「大汗討滅乃顏以後，還其汗八里都城，大

行慶賞。」34馮承鈞先生注曰：「汗八里（Cambaluc, Khan-baligh）猶言汗

城，後此第八十四章別有說。波羅此名先指金之故都，繼指新舊二城。

有若干本（如剌木學本之類）別名新城曰大都，但自明代以後，此城

則以北京之名而顯。」35馬可．波羅到達「汗八里」的最初時間可能是

在 1275-1276年間。第八四章〈大汗太子之宮〉再次解釋道：「古昔此地

有一名貴之城名稱汗八里，汗八里此言『君主城』也。」36馮承鈞根據

耶穌會士宋君榮《北京志》一文解釋：「波羅於此處訓釋汗八里名稱之

義。其後宋君榮神甫亦云汗（can, khan）猶言帝王。巴勒哈（balga）、

巴勒哈惕 （balgat）、巴勒哈孫（balgasun）、八里黑（balik）等字，在

韃靼語中皆猶言『城』, 則當作 Cambalik或 Khambalik，而在此處訛作

Cambaluc，質言之，帝城是已。案蒙古語宮廷名稱斡耳朵（ordo），則

亦得名此城斡耳八里（ordobalik）矣。」37此處馮氏認為「汗八里」一詞

出自韃靼語，似有不妥。《辭海》（1980年版）、《漢語大詞典》（2001年

第二版）中，均釋為源自「突厥語」。英國學者吳芳思（Frances Wood）

34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76頁。

35 同上，第 177-178頁。

36 同上，第 189頁。

37 同上，第 190頁。

在《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也認為，該詞源自突厥語「皇城」

（han-baliq —汗八里）一詞，拉希德 1291-1293年與和德里（即鄂多

立克）14世紀 20年代的作品中，也提到同一詞彙，顯然這是當時中亞

細亞人對北京的稱呼。38

皇宮、皇城、鐘樓  《行紀》對「汗八里」的介紹是從皇宮入手。

雄偉壯麗、氣勢軒昂的宮闕建築，顯然最易打動人們的心靈，引起西方

讀者對東方帝都的嚮往。第八三章〈大汗之宮廷〉對皇宮的描繪拉開了

介紹「汗八里」的序曲：

周圍有一大方牆，寬廣各有一哩。質言之，周圍共有四哩。此牆

廣大，高有十步，周圍白色，有女牆。此牆四角各有大宮一所，甚富

麗，貯藏君主之戰具於其中，如弓、箙、弦、鞍、轡及一切軍中必需之

物是已。四角四宮之間，復各有一宮，其形相類，由是圍牆共有八宮，

甚大，其中滿貯大汗戰具。但每宮僅貯戰具一種，此宮滿貯戰弓，彼宮

則滿貯馬轡，由是每宮各貯戰具一種。

此牆南面闢五門，中間一門除戰時兵馬甲仗由此而出外，從來不

開。中門兩旁各闢二門，共為五門。中門最大，行人皆由兩旁較小之四

門出入。此四門並不相接，兩門在牆之兩角，面南向。餘二門在大門之

兩側，如是佈置，確使此大門居南牆之中。

此牆之內，圍牆南部中，廣延一哩，別有一牆，其長度逾於寬

度。此牆周圍亦有八宮，與外牆八宮相類。其中亦儲君主戰具。南面亦

闢五門，與外牆同，亦於每角各闢一門，此二牆之中央，為君主大宮所

在，其佈置之法如下。

38 參見〔英〕吳芳思著、洪允息譯：《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7年版，第 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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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等應知此宮之大，向所未見。宮上無樓，建於平地，惟台基高

出地面十掌。宮頂甚高，宮牆及房壁滿塗金銀，並繪龍、獸、鳥、騎

士形像，及其他數物於其上。屋頂之天花板，亦除金銀及繪畫外別無

他物。

大殿寬廣，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餘，房屋之多，可謂奇觀。此宮

壯麗富贍，世人佈置之良，誠無逾於此者。頂上之瓦，皆紅黃綠藍及其

他諸色。上塗以釉，光澤燦爛。猶如水晶。致使遠處亦見此宮光輝，應

知其頂堅固，可以久存不壞。39

這段文字描繪的應是指元朝的「大明殿」。它一方面表現了皇宮之大，

殿堂之寬，建築之美，藏物之豐，「可謂奇觀」；一方面告訴人們宮中

「貯藏君主之戰具」，讓人產生宮禁森嚴之聯想。這是馬可．波羅向人

們推出的第一幅宮殿場景。所述宮殿頂瓦塗以彩釉，則與後來考古發掘

元宮所得材料完全一致。40

《行紀》似乎注意到宮廷空間還保留了蒙元王朝的遊牧民族特性。

「上述兩牆之間，有一極美草原，中植種種美麗果樹。不少獸類，若

鹿、獐、山羊、松鼠，繁殖其中。帶麝之獸為數不少，其形甚美，而種

類甚多，所以除往來行人所經之道外，別無餘地。」41這段描寫與《南

村輟耕錄》的「萬歲山」條中所謂「山之東為靈囿，奇獸珍禽在焉」一

語頗為相符。42

39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82-183頁。

40 張寧：〈記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第 6期。

41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83頁。

42 （元）陶宗儀撰、王雪玲校：《南村輟耕錄》卷之一〈萬歲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4頁。

《行紀》還描寫了太液池、金水河、萬歲山這一帶的風景：43

由此角至彼角，有一湖甚美，大汗置種種魚類於其中，其數甚

多，取之惟意所欲。且有一河流由此出入，出入之處間以銅鐵格子，俾

魚類不能隨河水出入。

北方距皇宮一箭之地，有一山丘，人力所築。高百步，周圍約一

哩。山頂平，滿植樹木，樹葉不落，四季常青。汗聞某地有美樹，則遣

人取之，連根帶土拔起，植此山中，不論樹之大小。樹大則命象負而

來，由是世界最美之樹皆聚於此。君主並命人以琉璃礦石滿蓋此山。其

色甚碧，由是不特樹綠，其山亦綠，竟成一色。故人稱此山曰綠山，此

名誠不虛也。

山頂有一大殿，甚壯麗，內外皆綠，致使山樹宮殿構成一色，美

麗堪娛。凡見之者莫不歡欣。大汗築此美景，以為賞心娛樂之用。44

相對上述頗節本及諸古本之描敘，馮承鈞認為「剌木學本較有次

第，自外牆及於中央，此外別有若干細情不見於諸原本者」，「用見北

京初建時之遺跡」：45

此城之廣袤，說如下方，周圍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

各有六哩。環以土牆，牆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牆頭僅厚三步，遍築

女牆，女牆色白，牆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門，各門之上有一大宮，頗壯

43 有關《馬可波羅行紀》與中國史籍所載的出入和相合之處比較，參見張寧：《〈馬可波

羅行紀〉中的元大都》，收入余士雄主編：《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北京：書目文獻

出版社 1983年，第 85-106頁。

44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83-184頁。

45 同上，第 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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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四面各有三門五宮，蓋每角亦各有一宮，壯麗相等。宮中有殿廣

大，其中貯藏守城者之兵枚。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蓋其佈置，使

此門可由街道遠望彼門也。46

各大街兩旁，皆有種種商店屋舍。全城中劃地為方形，劃線整

齊，建築房舍。每方足以建築大屋，連同庭院園囿而有餘。⋯⋯方地周

圍皆是美麗道路，行人由斯往來。全城地面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

極，未可言宣。47

這段對大都城的描寫，有三處不確：一是大都並非正方形，而是呈南北

稍長的長方形；二是大都並非十二城門，而只有十一城門；三是大都

面積較《行紀》所述要小。48這些不確之描述，《鄂多立克東遊錄》亦存

在。49「環以土牆」、「街道甚直」則與實際相符，「有如棋盤」更是對大

都平面規劃的經典描繪。

大都城中建有一座鐘樓，《行紀》報道了這座鐘樓，且提到了當時

實行嚴厲的「宵禁制度」：「城之中央有一極大宮殿，中懸大鐘一口，夜

間若鳴鐘三下，則禁止人行。鳴鐘以後，除為育兒之婦女或病人之需要

外，無人敢通行道中。縱許行者，亦須攜燈火而出。每城門命千人執兵

把守。把守者，非有所畏也，蓋因君主駐驊於此，禮應如是，且不欲盜

賊損害城中一物也。」50這座鐘樓建於至元九年二月。當時大都的確實

46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89頁。

47 同上，此段出自剌木學本第二卷第七章，第 192頁注七。

48 參見（元）陶宗儀撰、王雪玲校：《南村輟耕錄》（二）卷之二十一〈宮闕制度〉，第

245-251頁。

49 參見何高濟譯：《海屯行紀、鄂多立克東遊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第 79頁。

50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90頁。

行嚴格的「禁夜」。所謂「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51

阿合馬之被刺及其主謀人之處死  《行紀》第八四章記述了一起「汗

八里城之謀叛及其主謀人之處死」，此事因馬可．波羅聲稱「適在其

城」，且其敘述真實，可與中國史籍印證，故被人們視為馬可．波羅

1282年在汗八里的證據。

據《行紀》所載，事情的大致經過是，「有一會議，正式任命十二

人組合成之，職司處分土地官爵及一切他物，惟意所欲。中有一人是

回教徒，名稱阿合馬（Ahmed），為人較狡黠而有才能，權任甚重，頗

得大汗寵任。大汗寵之甚切，任其為所欲為」。阿合馬任職二十二年，

「迄後國人，質言之契丹人，因其妻女或本身蒙大辱或受奇害者，忍無

可忍，乃相謀殺之而叛政府」。52於是契丹人千戶陳箸與萬戶王箸合謀，

趁大汗和皇太子離開汗八里，「駕幸上都駐驊三月之時舉事」，王、陳

二人將起事之謀通知了國中契丹要人。起事之因除了他們個人及家庭

受辱外，根本原因為其長官為韃靼人，多為回教徒，「待遇契丹人如同

奴隸也」；另一原因是大汗對所征服之地，「因是疑忌土人，而任命忠於

本朝之韃靼人回教徒或基督教徒治理」，53漢人得不到信任和任用。毫無

疑問，這是一次民族起義。舉事當日，王箸、陳箸「矯傳令旨，偽稱皇

太子已歸，召阿合馬立入宮」，王箸坐宮中寶座，乘阿合馬入宮跪謁之

際，陳箸在旁「舉刀斷其首」。守護在宮門的韃靼軍人發現是計，射殺

王箸，擒獲陳箸，起事遂敗。大汗班師回朝，「已而得阿合馬罪狀，始

知其父子作惡多端」，故命人沒收阿合馬財產，開棺戮阿合馬屍，並嚴

禁回教。

51 《元典章》卷 57，〈刑部卷之十九．禁夜〉，北京：中華書局 2012年版，第 1903頁。

52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92-193頁。

53 同上，第 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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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紀》對此事件的敘述基本上與歷史相合。值得追究的是《行紀》

記述此事所取的立場，由於馬可．波羅屬於色目人，且熟悉波斯語，他

對事件性質的把握和描述，與拉施特（Rashīd al-Dīn Tabīb）《史集》的

觀點基本一致。54他稱王箸剌殺阿合馬為「叛亂」，「視此案為漢人造反

排斥色目，又指責元廷因而迫害伊斯蘭教徒，是反映了波斯人或回回人

的政治觀點」。55馬可．波羅的這一政治立場可能與他在中國操波斯語有

關。波斯語是當時中亞和中國商貿往來的通用語言。

大汗之執掌大權之十二男爵、禁衛  《行紀》記載了元朝的中樞機

構：「應知大汗選任男爵十二人，指揮監察其國三十四區域中之要政。」

「應知此十二男爵同居於一極富麗之宮中，宮在汗八里城內。宮內有分

設之房屋亭閣數所，各區城各有斷事官一人書記數人，並居此宮之內，

各有其專署。此斷事官及書記等承十二男爵之命，處理各該區域之一

切事務，事之重大者，此十二男爵請命於君主決之。」56這與《元史》

的記載出入較大，說明馬可．波羅對元朝省、台、院的運作並不真正

了解。57

《行紀》詳介了元廷的禁衛 —怯薛丹之禁衛：「應知大汗之禁

衛，命貴人為之，數有一萬二千騎，名稱怯薛丹（Quesitan），法蘭西

語猶言『忠於君主之騎士』也。設禁衛者，並非對人有所疑懼，特表示

其尊嚴而已。此一萬二千人四將領之。每將各將三千人。而此三千人衛

守宮內三晝夜，飲食亦在宮中。三晝夜滿，離宮而去。由別一三千人衛

54 參見〔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5年版，第 341-346頁。

55 蔡美彪：《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收入中國國際文化書院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

驅 —馬可．波羅》，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5年版，第 302頁。

56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221頁。

57 參見彭海：《馬可波羅來華史實》，第 174-177頁。

守，時日亦同。期滿復易他人，由是大汗常有名稱怯薛丹之禁衛三千騎

更番宿衛。此一萬二千人輪番守衛各有定日。周而復始，終年如此。」58

這與《元史．兵制．宿衛》對禁衛的記載大致相符。

大汗之禁衛所披袍服珍貴異常，顯示其特殊身份：

應知大汗待遇其一萬二千委質之臣名曰怯薛丹者，情形特別，誠

如前述。緣其頒賜此一萬二千男爵袍服各十三次。每次袍色各異，此一

萬二千襲同一顏色也，彼一萬二千襲又為別一顏色，由是共為十三色。

此種袍服上綴寶石珍珠及其他貴重物品，每年並以金帶與袍服共

賜此一萬二千男爵，金帶甚麗，價值亦巨，每年亦賜十三次，並附以名

曰不里阿耳（Bolghari）之駝皮靴一雙。靴上繡以銀絲，頗為工巧，彼

等服之，儼同國王，每年在十三次節慶中，命各人各衣其應服之袍服。

君主頒賜一萬二千男爵每人袍服十三襲，合計共有十五萬六千

襲，其價值甚巨，前已言之。⋯⋯應知節慶舉行之日，引一大獅子至君

主前，此獅見主，即俯伏於前，似識其主而為作禮之狀，獅無鍊 ，未

見此事者，聞之必以為奇也。59

大朝會、誕節、年終慶節、行獵  《行紀》的一大特色是花了相當

篇幅對元廷政俗加以介紹，極力渲染元廷盛大的場面。元朝每年例行

有三大慶祝活動：大朝會、大汗誕辰節和年終慶典。每年五月，「大汗

歸其都城汗八里後，留居宮中三日，於是設大朝會，偕諸后妃大事宴

樂。然後從汗八里宮出發，赴上都，即前此所述有大草原及竹宮，並馴

養海青之地也。大汗留居上都，始陽曆五月初，迄陽曆八月之二十八

58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97頁。

59 同上，第 204-2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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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夫然後還其汗八里都城。在此都城於陽曆九月中舉行萬壽節，

嗣後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於二月舉行所謂白節之元旦節」。

然後外出遊獵三月。大致說來，全年如是分配：「居其都城者六閱月，

遊獵者三閱月，居其竹宮避暑者三閱月，偶亦赴他處，惟意所欲。總

之，其起居悉皆歡樂也。」60這些慶典活動既表現了元朝的政治禮制，

又反映了當時的風俗約規。

大朝會的場面令馬可．波羅大開眼界，他記下了這一激動人心的

盛會。先看大朝會體現的元朝宮廷的等級秩序：「大汗開任何大朝會之

時，其列席之法如下。大汗之席位置最高，坐於殿北，面南向，其第一

妻坐其左。右方較低之處，諸皇子侄及親屬之座在焉。皇族等座更低，

其坐處頭與大汗之足平，其下諸大臣列坐於他席。婦女座位亦同，蓋皇

子侄及其他親屬之諸妻，坐於左方較低之處，諸大臣騎尉之妻坐處更

低。」61再看前來朝貢的外國人士，「殿外往來者四萬餘人，緣有不少人

貢獻方物於君主，而此種人蓋為貢獻異物之外國人也」。62接下來是大朝

會的宴慶活動，充滿了節日般的歡樂氣氛：「大汗所坐殿內，有一處置

一精金大甕，內足容酒一桶（untonneau communal），大甕之四角，各

列一小甕，滿盛精貴之香料。注大甕之酒於小甕，然後用精金大杓取

酒。其杓之大，盛酒足供十人之飲。⋯⋯應知此種杓盞價值甚巨，大汗

所藏杓盞及其他金銀器皿數量之多，非親見者未能信也。」63「獻飲食於

大汗之人，有大臣數人，皆用金絹巾蒙其口鼻，俾其氣息不觸大汗飲食

之物。大汗飲時，眾樂皆作，樂器無數。大汗持盞時，諸臣及列席諸人

60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214頁。

61 同上，第 197頁。

62 同上，第 197頁。

63 同上，第 197-198頁。

皆跪，大汗每次飲時，各人執禮皆如上述。至若食物，不必言之，蓋君

等應思及其物之豐饒。諸臣皆聚食於是，其妻偕其他婦女亦聚食於是。

食畢撤席，有無數幻人藝人來殿中，向大汗及其他列席之人獻技。其技

之巧，足使眾人歡笑。諸事皆畢，列席之人各還其邸。」64這簡直是一

幅夢幻般的歡慶場面。

每年大汗的誕辰日都會舉行規模盛大的慶祝儀式。馬可．波羅目

睹現場，對與會男爵騎尉衣著的奢華大為感歎：「大汗於其慶壽之日，

衣其最美之金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騎尉一萬二千人，衣同色之衣，與

大汗同。所同者蓋為顏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錦與大汗衣價相等也。各

人並繫一金帶，此種衣服皆出汗賜，上綴珍珠寶石甚多，價值金別桑

（besant）確有萬數。此衣不止一襲，蓋大汗以上述之衣頒給其一萬二千

男爵騎尉，每年有十三次也。每次大汗與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易其

色，足見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無有能及之者也。」65在這樣的慶典

上，與會的外賓照例向大汗貢獻禮品，而大汗會賞賜他選任的十二男

爵：「慶壽之日，世界之一切韃靼人及一切州區皆大獻貢品於大汗。此

種貢品皆有定額，並有他人獻進厚禮以求恩賞。大汗選任男爵十二人，

視其應頒賞之數而為賞賜。」各界宗教人士也會舉行相應的祈禱活動，

以示敬賀。「是日也，一切偶像教回教基督教之教徒，及其他種種人，

各向其天主燃燈焚香，大事祈禱禮讚，為其主祝福求壽，大汗壽誕之

日，慶祝之法蓋如此也。」66

每年年終，大汗也會與其臣屬舉行節慶，是日現場之華麗，馬

可．波羅歎為「世界最美之奇觀」：

64 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 198頁。 

65 同上，第 200-201頁。

66 同上，第 20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