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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學浚先生的海國學說與運用
Hsueh-Chuen Sha’s Theory of “Marine Country” and Its
Application
何沛東

a

Pei-Dong Ho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 “Marine Country” originates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cloak of democracy for the western hegemonic. Hsueh-Chun Sha incorporat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marine cultural concepts, interpreted the Chinese marine culture
and reflected the tribulation of modern China. He eventually formed his own ”Marine Country” theory.
He also considere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 marine China. He put his “Marine Country” theory
into practice to development a marin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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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國家」的概念源於西方，長時間被視為西方強權的民主外衣。沙學浚先生吸取中西方
海洋思想，在對中國歷來海洋文化的解讀和詮釋、中國近代遭受苦難反思的基礎之上，形成了自
己的海國學說。沙先生還對中國海洋發展的歷史與現狀及未來進行了思考和展望。並將其海國學
說運用到劃分中國經濟區、首都的選址、臺灣的戰略地位與發展等議題上，努力促使中國向海洋
強國的目標邁進。
關鍵詞：沙學浚、海洋國家、學說、運用、中國

前

言

沙學浚，字道夷，1907 年出生於江蘇省泰州市。他於 1926 年考入南京金陵大學，後轉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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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教育學系，在中央大學學習期間輔修地理學，師從張其昀先生。1932 年自費到德國留學，
入萊比錫大學、柏林大學學習地圖學，1936 獲得博士學位。歸國後，先後在中山大學、復旦大學、
浙江大學、中央大學、香港聯合書院、新加坡南洋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任教。沙先生在政治地理
學、歷史地理學、國防地理學、地圖學等方面著作頗豐，對我國近現代地理學和地理教育的發展
做出了重要貢獻（姜道章，1996）
。另外，沙先生還持續關注海洋問題，提出了一些關於「海洋國
家」問題的見解，他的海國思想時至今日看來仍不落伍，但卻已很少被人提及，本文試以沙先生
發表的相關論著為中心，探討他的海國學說及其運用。

海洋國家的概念簡述
海洋國家簡稱「海國」
。現階段我們多從海陸地理分佈和社會經濟文化層次兩方面來討論海洋
國家的概念。以地理分佈來講，
「海洋國家」字面上可以理解為臨海或者被海洋所包圍的國家，可
以視為一個地理名詞，如日本的《小學館國語辭典》將其解釋為「被大海包圍的海洋國家，即島
國」
；
《廣苑》將其解釋為「國家領土整體或大部分被海洋包圍的國家為海洋國，如英國和日本。」
我國的一些學者亦是這樣定義的，如：「所謂『海洋國家』，是指那些由島嶼構成或位於沿海的國
家，馬漢把這種國家稱之為濱海國家」（廉德瑰，2012：17）。從社會經濟文化層面來解釋海洋國
家的代表是楊國楨先生，他認為：具有海洋區域和向海洋用力的政策與實踐的國家，是海洋國家。
島國、群島國可能是海洋國家，陸海兼具的沿海國家可能既是陸地國家又是海洋國家。能否稱為
海洋國家，要看這些國家是否以海洋作為其歷史生存的空間（楊國楨，2008：49-50）。海洋國家
是海洋社會發展的最高層次，是以海洋發展為國策的海洋沿岸國家或島國（楊國楨，1996），「一
般是在海洋區域社會經濟力量增大，對全國社會經濟產生一定影響後才出現的，主要的指標是海
洋發展的目標形成國策，有向海洋開放的經濟社會文化運作系統」（楊國楨，2000：99）。
「海洋國家」的概念最早出現於西方，是建立在對西方海洋文明史的回顧和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 年）1「海權論」
、麥金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 年）2「海
洋國家」與「大陸國家」對立等史實和理論基礎之上的，其實質「是西方海洋強國主動尋求和維
繫其海上強權的表述」
，在發展初期，其重點在於強調海外殖民、遠洋貿易和軍事海權，在後來的
發展中，
「海洋國家」逐步被意識形態化，成為西方「民主」的標籤（楊國楨，2012）
。1941 年就
有人認識到當時西方的「海國主義」只是帝國主義侵略擴張、爭奪霸權的文明外衣：
「海國主義（N、
valism）是軍國主義在海軍勢力方面的發展，即是藉張海上軍備，以扶植本國在海上的商業活動，
與海外殖民政策，樹上本國在海上的霸權。例如英國原就是一個海國主義帝國，後來美日亦傾向
於海國主義，造成英美日三國不斷的海軍軍備競爭」（樂天，1941：10）。因而，一般說來我們現
1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年）
，美國軍事歷史學家、軍事理論家。主要著作有：
《海權對
歷史的影響，1660～1783》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805）1890 年，
《海權對法
國革命和帝國的影響，1793～1812》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1892 年，
《海權的影響與 1812 年戰爭的關係》
（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
1905 年等。
2 麥金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 年）
，英國地理學家。代表作為《歷史的地理樞紐》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19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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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用的「海洋國家」一詞不僅是一個地理名詞和社會政治術語，其背後「表達的是參與、介入、
走出去的強烈願望，說到底是一種擴張意識」（修斌，2005：51）。
馬漢海權論認為一個國家對海洋的控制權，不僅包括通過海上軍事力量對海洋的控制，也包
括對海洋商業和航運業的控制。楊國楨先生認為，若依此兩種要素，中國人曾三次發現海權論，
第一次在明嘉靖十六年（1537 年）刊刻的《渡海方程》中，作者在書中主張：
「南至西亞波斯灣，
北至東北鴨綠江盡處，設都督府加以控制，就是配置海上軍事力量；在海外開市舶司管理海洋貿
易，以通有無，就是對海洋商業和航運業的控制」
；第二次是在鴉片戰爭之後，集中體現在魏源的
《海國圖志》中；第三次是清末引進馬漢海權論之後（楊國楨，1994）
。特別是魏源及其《海國圖
志》
，可以說較早明顯地表現出了「海洋國家」意識的萌芽，並將「海國」一詞發揚光大。王家儉
先生（1995）認為魏源的一些思想與馬漢的海權論很相似，如魏源產生了創設新式海軍；發展工
業與航運；經營南洋為藩鎮；宣導海洋風氣的思想。盛邦和教授歸納魏源「海國」理念的重點是
海運、海商、海軍、海權，但魏源是否有過一個「海國」的設想和把中國由「陸國」變為海國的
意圖，卻仍然是個問號（盛邦和，2010）
。在《海國圖志》中魏源並沒有解釋「海國」的概念，然
從其書中我們可以瞭解到，他的「海國」主要指外國，包括海島之國和海岸之國，幾乎涵蓋了當
時全球的主要國家。《海國圖志》刊出之後，「海國」一詞隨之流行，出現了一批以「海國」為名
的書籍，如《海國四說》、《海國聞見錄》等，但其「海國」之義基本與《海國圖志》同，均沒有
形成明確的海洋國家概念。
1900 年馬漢《海權對歷史的影響（1660-1783）》第一章由日本人翻譯發表到上海發行的漢文
月刊《亞東時報》上。之後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國人開始借鑒西方的海權論闡發自己的海
權思想，期間有個別學者也提到了「海國」的概念，如佚名學者所言：「『海國』的意思，是很明
顯的，是說一個國家，他的周圍，四面臨海。或是他的海岸線，格外比別國的海岸線綿長得出奇。
在天然的地理環境上，造成了一個海國」
（佚名，1933：3）
。這種對於「海國」的定義還是基於地
理位置而言，然在其關於「海國主義」的論述中，涉及到一些海洋國家的要素：
「海國主義呢？在
天然的海國，當然是要對於海洋，善於去經營，善於去利用，然後才能夠使他的本國富裕，安插
他的無業遊民，推廣他的政治勢力。……海國主義，是：政治的眼光和舉措要集中在海上。國民
的思想和行動要偏重在海上。要切實研究海上所關的一切學問。要積極組織海上所需的一切設備。
並且在政府方面，要拿來做傳統的國策，在人民方面，要拿來做世襲的家私」
（佚名，1933：3-5）。
即使是這種關於海洋國家概念的零星表述也是少之又少。
沙學浚先生受中西方學者「海洋國家」思想的影響，先後發表了一些海洋問題的論著，在前輩
學者的基礎上提出了自己的一套「海國」學說，並積極探討中國向「海國」邁進的方向和道路。雖
然近代魏源等學者有過朦朧的「海國」意識，但他們的這些思想較為模糊，有很多矛盾和局限性，
更沒有系統性、整體性可言，若視魏源等人是中國近代海國思想的先驅，那麼可以說沙學浚先生就
是將他們朦朧海國思想概念化、體系化、理論化的代表。

沙學浚先生海國學說的主要內容
21 世紀是海洋的世紀，這是無可否認的。19 世紀中葉以後，隨著中外主動與被動接觸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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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逐漸意識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優越性，海洋意識明顯增強。沙先生即把世界史分為兩個時期：
「初
為海的（或稱附屬海 Nebenmeer）的時代，如地中海時代、中國海時代、阿剌伯海時代；近世始
為大洋時代，即大西洋時代與太平洋時代等」
（沙學浚，1941：20）
。大洋時代或稱為海洋時代（沙
學浚，1947a）。他認為古代的地中海、中國沿海、阿拉伯半島、南洋群島等地可能都曾出現過海
洋國家，但因為它們的活動範圍小，海洋控制力有限，所以為附屬海時代，而不能稱之為大洋時
代（沙學浚，1947b）；十六、十七世紀地理大發現以後，歐洲各國爭相到海外探索，佔據並經營
殖民地，從事航海、通商和海外殖民的活動和擴張，這便是大洋時代（沙學浚，1947b）。這種劃
分世界史的方法主要以人類的海洋活動範圍和活動內容為依據，充分表現出沙先生意識裡海洋對
人類文明的重要性。
沙先生強調進入大洋時代的近代世界史是以海洋權力和海洋文化為重要基礎的，順應時代潮
流控制海洋、利用海洋的國家才能夠不斷的發展：
「近世世界史的發展，從空間看，是以歐洲海國
為中心；從經濟看，是以工業為動力；從文化性質及權利結構看，是以海洋權力海洋文化為基礎。
歐洲以外的國家，不論是否歐洲的子國，如有海洋權力海洋文化便能生存，便能強大，如美國，
反之則衰弱甚至滅亡」
（沙學浚，1947a：61）
。他認為在這個時代只有海洋國家才能夠領導世界的
發展，即使大陸國家再強，也只能固步自守不能立足於世界：
「大洋時代的一大特色是只有海洋國
家能夠做世界史的領導國家，其勢力能夠無孔不入底伸進於世界的每個角落。反之，大陸國家，
縱其國勢力雄厚，只能偏安於一隅，因為他和海洋不能發生密切的關係，更談不到支配海洋。前
者以英美為代表，後者以蘇聯及歐戰後之德國為代表。……近世以來，俄羅斯民族的基本國策在
於爭得窗戶，以便參加大洋時代的國際活動：因為純粹的大陸國家時常要感到窒息的」
（沙學浚，
1941：20）。他甚至直言若不順應海洋時代發展的潮流，那麼可能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這是歐化
時代，這是大洋時代，順之者生，逆之者危或亡」（沙學浚，1945a：133）。在世界進入海洋時代
的歷史背景下，沙先生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了自己的「海國」學說。
沙先生沒有簡單的按照國家與海洋的地理位置及有無海洋活動等因素來確定海國和陸國的性
質，以他的理解不是所有的臨海國家都可以被稱為「海國」：「惟有民族生活與海洋有密切關係，
海洋勢力在歷史發展上占主要席地的，才能稱為海洋國家，簡稱海國。
『海國』一詞不指一國的臨
海地位的型式言，而系指一類國家，他們與其他民族的聯繫主要依賴海洋交通，其國力發展系於
海洋控制。一國海岸線不論如何之長，臨海地位不論如何優越，如果海洋交通海洋生活不重要，
不得稱為海國，只是大陸國」
（沙學浚，1947a：61）
。或者說是海上活動的比例高於陸上活動比例
的國家為海國，反之即為大陸國：
「海國與陸國的區別不在海洋活動之絕對的大小，而在海洋活動
與陸地活動之相對的比例。這可用本國船舶從事的海上貿易不論是為人的或為己的，與經過陸界
的貿易之比例做標準，比例高的是海商國。海商國的海上交通及商業活動在全國經濟結構上佔有
決定性的，或很重要的地位，每為國家的興衰強弱所系」
（沙學浚，1947a：61）
。他進一步列舉分
析了古今中外全部具有或擁有部分海外貿易、海洋交通、海洋漁業、海外移民、海外屬地、海洋
據點等條件的國家及其狀況，得出：
「決定海國性質的主要因素是海洋交通與海外貿易及二者在全
國經濟上的高度重要性」（沙學浚，1947a：62）。姜道章先生（1996：11）認為沙先生的「海國」
定義是「一個旁觀超然概念，對於任何一國家一民族無所偏倚」。
上述定義只是針對狹義上的「海國」
，沙先生認為廣義上的「海國」包括狹義上的「海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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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活動的國家」。「海洋活動的國家」或許擁有和控制著更為廣闊的海洋空間，進行著更多的
海上活動，但因為其「生活表現主要是大陸的」
，因此它們終究不是真正意義上的海國。比如古代
的中國擁有並利用著廣闊的海域空間，海上活動也遠遠多於蘇門答臘、爪哇島上的諸國，但是其
發展的重心在陸不在海，也僅僅是「海洋活動的國家」
，蘇門答臘、爪哇島上的諸國雖在國家規模、
控制的海域、海洋活動等方面遠遠不及中國，但海洋卻是它們的命脈，因此它們是真正的海國。
法蘭西和義大利同理也不是狹義上的「海國」，而是「海洋活動的國家」（沙學浚，1947a）。
沙先生列出了「海國」應具備的三種本質特徵：「（一）海運國：有多量的商船行駛于各大洋
為本國及外國的海上運輸服務。
（二）海權國：有強大之海軍支配公海上軍略要地與海運路線。
（三）
海外殖民國：有多數的人民漂洋過海到本國的或外國的海外殖民地去移殖，建設起第二祖國」
（沙
學浚，1941：22）。至於這三種特質在海國中的地位，他的意識中應該是以海權為重的：「古代海
上交通具有高度危險性，海盜與敵國的攻擊所在多有，故船舶必須有自衛及作戰的力量才能存在，
這樣海商國同時必須是海權國，海上貿易與海洋控制結為一體，前者以後者為基礎（沙學浚，
1947a：61-62）」。當然，不僅僅是古代如此，近現代更是如此，若沒有強大的海權，不能保障本
國海洋交通的通暢和安全，那麼即使海外貿易和海外移民的規模再大，其海洋活動也沒有保障，
不能算作是完全的「海國」
，如希臘、挪威、荷蘭的海運力量在當時都很強大，但海軍力量和殖民
力量不足，特別是海軍力量的薄弱，則此三國在英國海權的庇護下，才得以勉強維持其「海國」
的地位（沙學浚，1941）
。他覺得之所以中國成為海洋時代的犧牲者，正是因為海權力的缺失。沙
先生還對海權力量的優越性進行了分析：
「海洋權力建立於艦隊和航海術上，能在遼闊的海面形成
一種具有運動力的作戰單位，像遊牧民族的騎兵隊所表現的一樣；能以極少的力量——船和人——
經過並控制廣大的海洋空間，比遊牧民族控制大陸空間經濟得多。海洋民族攻略海島、海岸時，
也能集中力量，攻擊一點，發揮出機動性的效能。這種種都不是農業定居的大陸民族如中國者所
能認識和理解的」
（沙學浚，1947b：49）
。他對海權的重視也給學生們留下了深刻的印象，他說：
「過去我國在東南亞有個棉蘭共和國，但我們向此區發展，系著重於移民，並未將權力和軍事力
量與之結合，這種結構不能配合，只有移民無法發揮作用力。荷蘭、西班牙、葡萄牙和英、美等
國發展海權，都先培養本國力量，力量大了再從事商業，然後殖民，逐漸擴大國勢」
（張力等，2013：
331）。
沙先生曾留學德國，對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即時跟進，在闡述海國類型和成立條件問題時，
借鑒了德國地理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冒爾（Otto Maull, 1887-1957）3的研究成果。冒爾根據經濟
形勢、地理和交通狀況等條件，把古今海國分為四大類型，分別為航海為生的海國、控制海洋交
通的海國、轉口海岸的海國、島嶼的海國，沙先生詳細解釋並舉例說明這些類型。航海為生的海
國如挪威、南斯拉夫西部等地，這些地區山脈廣部，甚至山脈與海岸平行，山脈將海岸與腹地隔
絕，或者說這些地區幾乎沒有腹地，也沒有足夠的耕地，因此人民聚集於沿海，多從事海盜活動，
憑藉著冒險精神於海洋中謀生。控制海洋交通的海國如馬來半島的南端及西海岸、蘇門答臘的北

3

冒爾（Otto Maull, 1887-1957）
，又被譯為冒耳、毛爾，德國地理學家、地緣政治學家，主要著作有：
《政治地理學》
（Political geography）1925 年、
《地緣政治學概論》
（Introduction in to geopolitics）1928
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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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希臘、丹麥及古代的迦太基等，這些地區本身不能產生較大的經濟價值，但是他們位於海
洋交通的仲介地位，各地商船經過於此或在此地交易貨物，當地人民可以從事劫掠或仲介貿易等，
積累起較多的財富，並向海外殖民，從而成為強大的海國。轉口海岸的海國如古代中國的重要港
口廣州、漳州、泉州、杭州等處，又如威尼斯、古腓利基等，這些地區位於海洋交通向陸地交通
轉換的海岸地帶，它們或接納大量來自海洋上的船隻貨物於此轉運到內陸，或接納大量來自大陸
的貨物而於此裝船運往海外，憑藉此種優勢地位，發展壯大自己的海上力量。島嶼的海國主要針
對島嶼國家（地區）而言，島嶼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和孤立性，與大陸隔絕，隨著人口的增加，為
了滿足自身的生存和發展，易於向海洋發展和海外殖民，從而成為海國，如英國和日本，他們分
別佔據著歐洲和亞洲的邊緣地位，為大陸前的門戶，世界海洋交通發展以後兩國的大洋交通仲介
地位凸顯，並且兩國於大發現時代以前和太平洋時代以前先後發展成為工業國家，海外貿易和海
洋運輸蓬勃發展，並取得了制海權，成為海上強國（沙學浚，1947a）。冒爾提出的，任何國家和
民族發展海洋活動所需要具備的九個條件，即：臨海地位的優越；良好的通航海岸；與腹地密切
聯絡；廣大的腹地；優越的仲介交通地位；集中於海岸的人民；容易到達的對岸；豐富的造船原
料；民族傾向於海洋活動（沙學浚，1945a）。沙先生認為此九種為「海國」成立所需的條件（沙
學浚，1941）。
沙先生提出的海洋時代劃分、海國的概念、海國應具備的特質等初步形成了他的海國學說，
又借鑒冒爾等學者的學說，提出了海國建立所需的條件和海國的類型，使其海國學說不斷充實完
善。迄今為止，筆者所見集中從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深入定義海洋國家概念的僅有沙學浚、楊國
楨等先生，沙、楊兩先生關於海洋國家的定義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他們都認為海洋在社會經濟文
化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才能稱之為海洋國家。但沙先生的學說整整比楊國楨等先生的相關論述
早半個世紀左右，據此可以看出沙先生海國思想的前瞻性。

沙學浚先生關於海洋中國發展的討論（歷史、現狀與未來）
中國有著悠久的海洋漁業、海洋養殖及海洋交通的歷史。有漢唐著名的海上絲綢之路，宋元
繁盛的海外貿易；有明代浩大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等，雖明清有時斷時續的「海禁」
，但期間很
多時候也有興旺的海外貿易，這些都說明我們古代有豐富的海洋活動。
沙先生以他的海國理論為基礎，分析認為中國古代常常是海洋活動和擁有海上權力的國家。
按照冒爾的分類屬於「轉口海岸的海國」，因為他的海洋貿易與航運不是為沿海人民和他國的需
要，而是為了全中國的需要而存在的，中國的港口主要服務於傳統的朝貢貿易或自給自足貿易（沙
學浚，1945a）。即便如此，大部分時間裡中國的國家政策以陸地為主，因此說中國古代多數時候
是大陸國家，而非「海國」
，或者說非狹義上的「海國」
：
「中國自古以來是大陸國家，雖然有時海
洋活動，終究不是海洋國家，從來沒有把海洋發展列為國策」（沙學浚，1947c：53）。「中國在各
時代雖有海上活動，以及海上權力，究竟不是海洋國家，也沒有海洋國家做對敵，忽視海是中國
文化的一大特徵」（沙學浚，1945b：80）。
他認為中國歷史上忽視海洋的表現之一便是自古以來就視海洋為領土的界限，對海外的事物
漠不關心：
「中國自古以來為大陸國，視海為險，為限制，視海岸為領土的終點，所謂『東止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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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海對於中國確有其屏障的作用，除明代倭寇劫掠及近世西洋及日本的侵佔外，海上甚少外
患之威脅，故歷代國防政策重於『限北方戎馬』而忽視海洋控制，近在咫尺的臺灣到隋代（第 7
世紀）才發現，到明末（17 世紀）才正式移民，琉球群島在『地略』上是如何的重要，我們只要
求他朝貢，並不企圖佔據，南洋群島被視為夷狄與化外，關係亦疏」（沙學浚，1945a：133）。因
此，即使是中國：
「數千年間亦常有海上活動，爭魚鹽之饒，謀市舶之利……中國的海洋活動時斷
時續，若斷若續，可斷可續，對於國家生存與發展並無重大關係。中國因大陸利益特別重要，只
能算是大陸國」（沙學浚，1945a：133）。
沙先生更進一步指出，中國古代國家的發展重點是側重於大陸，國防重心則位於北方長城一
線，沿海地區的水利設施和防衛力量則明顯薄弱，這導致了明清至近代對於來自海上的威脅無法
給予有效應對，因此：
「倭寇成為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大發展時代以後，東西洋海權國的勢力猛
烈的衝擊，關不可閉，國幾不保。抗戰八年日本海上封鎖線從遼東半島直延長到孟加拉灣，把中
國圍得水洩不通，中國感到窒息，要求開關迎友，結果只能在極端困難情形下，開一缺口於喜馬
拉雅山之高空，中國在抗戰期中，由大陸國變為真正的內陸國」
（沙學浚，1947a：60）
。聲勢浩大
的鄭和下西洋，雖然營造了「萬國來朝」的氣勢，是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代表，但沙先生認為其
並未成功地建立起中國的海權：「反觀中國，三寶太監下『西洋』，發現東非早於哥倫布發現新大
陸七八十年，但這次活動只是少數人的，不能視為國策的推行，故難乎為繼，海洋權力根本沒有
建立成功」（沙學浚，1947b：49）。
沙先生看到了由於對海洋的忽視，中國失去了一些發展的機會，同時近代一些西方國家借助
於海洋政策而走向了繁榮富強，明清以來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來自海上的威脅對中國造成的巨大
壓力，他認為造成此種局面的原因是：
「中國不曾能吸收西洋的科學工業與組織，更不曾能發達海
洋活動，建立海洋權力——甲午以前的海軍只是若干軍艦與水兵不是海洋權力之骨骼，在心理上，
數千年以來大陸國意識還是很濃，不認識海洋，不愛海洋，何能談到建設海洋權與海洋文化」
（沙
學浚，1945a：133）。所以：「今後我們建國，當然要使中國不僅是一個大陸國家，同時還要成為
一個完全的海洋國家。欲達此目的，必須於保障海外僑民的發展外，更要從速建立中國之制海權，
發展中國之海運業，不如此，中國不能在這大洋時代，獲得歷史主角的地位」
（沙學浚，1941：22）
。
沙先生為使中國向海洋發展，宣導國人要主動面對海洋，利用海洋，充分地利用中國的臨海
地位，並且在精神上消除對海洋的恐懼和抵制：
「抗戰的教訓，臺灣以及琉球群島的收回，南洋及
太平洋上的種種利益，中國與英美及其他『海外』諸國日趨密切的關係，使中國不能不主動的面
對海洋，熱烈的友愛海洋」
（沙學浚，1945a：133）
。也必須保持連續活躍的海洋活動：
「中國海洋
活動的進行，在過去時斷時續可斷可續，在現代及將來不可能一日中斷，這是世界歷史發展之結
果」（沙學浚，1945a：134-135）。
對於中國發展成為「海國」
，沙先生滿懷信心，他認為中國完全具備冒爾提出成為「海國」所
需的九種條件：
「海洋上優越的地理位置；適應於航運與海軍利用的優良海岸；這種海岸與腹地之
間又有相當密切的聯繫；有廣大富厚的腹地；優越的仲介的交通位置；聚居於沿海地方之人口；
到達對岸國家之便利；建造船艦材料之充足；習於海上生涯之民族性，以浙南閩粵人為代表。總
之，中國有變成完全海國的最大可能，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可能變為事實」
（沙學浚，1941：22）。
在宣導中國的海洋國家道路同時，面對著一個有悠久大陸傳統的國家，他也表現出了這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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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的歷史會成為中國向純粹海洋國家邁進牽絆的擔憂：
「今後中國工業化，經濟的各部門全面的高
度的發展之後，海洋活動的各方面自會均衡發展，將成為『海洋活動的國家』
，但因『大陸國』的
『歷史悠久』
，大陸關係牽制甚多，中國不會成為純粹的海國像英日一樣，也不易成為有大陸基礎
的海國像美國一樣」
（沙學浚，1947a：68）
。因此他也指出，中國在重視海洋的時候，也不能忽視
大陸，要充分的表現出中國之臨海地位的價值（沙學浚，1945a）。
中國國土遼闊、歷史悠久，部分區域或歷史上的部分朝代表現出較強的海洋性特徵，如東南
沿海地區特別是閩粵一帶長期具有較多的海洋活動；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吳國、越國亦有部分
海國的特質；宋元和明末清初時期被認為是「中國海洋發展史上的兩次發展機遇」
（莊國土，2006：
1），但大部分時期和區域表現出的仍然是大陸性特徵。因此，有學者從歷史、地理、經濟、文化
等因素考量，得出中國既是一個大陸國家，也是一個海洋國家；或者說中國表現出「大陸中國」
和「海洋中國」的兩面性。這種觀點沒有片面的去看待中國的海陸性質問題，而是具體問題具體
分析，得出的結論也基本上符合中國的歷史和現實情況。淩純聲、（美）費正清4、楊國楨、（日）
川勝平太5等學者都有過類似的觀點。
以上沙先生對中國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思想裡有一些矛盾之處，他不否認中國歷史上有海
洋活動，雖然古代中國算不上是純粹的海洋國家，但應是一個廣義上的海洋國家，一個「轉口海
岸的海國」
，但又認為中國古代大部分時候是以大陸為重的，應該是一個大陸國；有時他自信滿滿
地認為中國完全可能變成一個海洋國家，有時又憂心忡忡地表示由於大陸傳統的羈絆，中國不能
成為一個純粹的或是有大陸基礎的海國。他思想裡的這些矛盾之處，也正體現了之後學者們提出
的，中國既是一個大陸國家也是一個海洋國家的觀點。沙先生或許覺得中國不可能成為純粹的「大
陸中國」或「海洋中國」
，但之前中國的海洋性表現的太弱，已經嚴重制約著國家的發展，造成了
近代中國落後挨打的被動局面，因此他極力主張之後中國必須重視海洋，發展海權、海洋經濟、
海洋文化等，但與此同時，也要兼顧大陸，要體現出中國海陸兼備的「臨海地位的價值」。

沙學浚先生促使中國向海洋發展的努力
在沙先生看來，中國對海洋的不重視很大程度上是近代經歷苦難的重要原因，經過八年抗戰
的教訓，他更加堅定地認為中國必須向海洋發展。戰爭使中國百廢待興，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也面
臨著諸多的道路選擇，有識之士從自身的專長出發為國家重建獻策獻議，沙先生也為中國向海洋
發展提出了許多寶貴的意見。

（一）經濟發展區域的劃分與建設
抗戰使中國經濟千瘡百孔趨於崩潰，經濟的復蘇成為戰後中國發展的重要課題。沙先生建議

4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著名歷史學家，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領域的泰斗。著作有：
《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48 年、《劍橋中國史》系列（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等。
5 川勝平太（1948-），日本經濟學者、政治家。著作有：《日本文明與近代西洋》1991 年、《富國有德
論》1995 年、《文明的海洋史觀》1997 年、《亞洲經濟的未來與日本文化》1998 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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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經濟建設的最終目標之一是「使中國經濟能夠全面的均衡的發展，成為一個統一的，完全的，
和諧的經濟單位」
（沙學浚，1943a：46）
。他把中國經濟分為十二個發展區域，分別為：新疆、蒙
6

古、東北四省、華北、西北、川康、長江下游、兩廣及福建、雲貴高原、青康高原、中緣海 、華
僑。這十二個經濟區若能夠達到內部的自給自足，且有數項專業的經濟事業，支持國家的發展，
從而達到各區經濟平衡發展（沙學浚，1943a）。值得注意的是，除了將我國的陸地國土劃分為十
個經濟區外，沙先生還將緣海海區和華僑各算作一個經濟區，發展重視海洋經濟和華僑經濟正與
他提出的三種「海國」應具備的本質特徵對應。
沙先生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不應只在大陸，作為中國的緣海或海疆的渤海、黃海、東海、南
海亦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交通、聚落空間。所謂經濟空間，中國緣海有大量的漁民和鹽民以海為
生；所謂交通空間，緣海航線不僅溝通著沿海七省，還連接著中國與日本、美洲、南洋、澳洲、
印度、非洲、歐洲等地；所謂聚落空間，中國緣海地區分佈著眾多的島嶼，許多島嶼上物產豐富，
為眾多島民的居住地。因此，緣海的發展是中國走向遠洋的基礎。他還提出中緣海的經濟發展要
注重三個方面：航運業、漁業和港口的建造（沙學浚，1943a；1945b）。
華僑聚集地可以比作中國的海外「飛地」，為「海外之中國」，所以華僑也是中國的經濟區之
一。沙先生認為近代中國海權喪失，海洋活動極少，中國仍能夠被稱為廣義上「海國」的重要原
因就是分佈於五大洲數量龐大的華僑（沙學浚，1941）
。華僑有著雄厚的財力，為援助抗戰和國家
建設做出了巨大貢獻。若能保護引導華僑在居住地投資，特別是對橡膠、石油、錫礦、化工、銀
行等產業的開發，可以急國家之所需。例如南洋人口眾多，將來也可以為中國工業的一大市場。
因此，
「華僑與祖國相需至殷，相關至切，在中國經濟建設上，應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沙學浚，
1943a：49）
。沙先生對戰後國家經濟建設的規劃，充分展示了他的海國構想，重視發展海疆經濟，
為中國走向遠洋打下堅實的基礎；重視扶植華僑經濟，為中國向海外發展助力助航。

（二）建都地點的選擇
民國期間學者之間發生了幾次關於建都問題的討論。有學者說抗戰後期的這次爭論中，南京
與西部各地的東西之爭表面上是「陸防」與「海防」的衝突，其實質上則是「近代以來的『海國
精神』與傳統的『陸地中國』觀念的對抗」（彭南生、邵彥濤，2014：86）。沙先生也參與到了這
場爭論之中，發表了《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
、
《西安時代與北平時代》等文章，從歷史、地理、
國防、經濟等角度分析了戰後建都的位置選擇。
在討論國都位置選擇之前，他首先提出選擇國都需將時間和空間視野放長遠，強調了幾個「不
可」
，其中一條便是「不可完全根據抗戰教訓，提出海洋可怕內地安全的退宿政策」
（沙學浚，1947d：
5）。並對當時的近海不安全之說進行了批判，認為我國濱海地區為財富聲教之地，一旦不保則會
成為敵人入侵內地的基地和跳板，因此，
「首都與其退縮於一時苟安的內地，不如置之於距離海邊
不遠之地，與濱海共患難共安危（不得已時再遷都）
。以首都作要塞，以國府守邊疆，才是硬道理」
（沙學浚，1943b：11）。

6

「中緣海」是沙先生較早提出的一個語彙，即中國大陸邊緣的海區，沙先生在《中國緣海之價值》
一文中有述「緣海指黃海東海和南海北半部，後者即東沙、西沙南沙群島一帶的海面」。

26
沙先生分析中國的地理和歷史狀況，把中國分為邊疆地區，包括蒙古高原、新疆、青藏高原
及雲貴高原等地；腹裡，除邊疆地區的陸地；中緣海，即中國的沿海海域。其中腹裡的中心區域
即為中樞區域，包括今北京、河北、河南、兩湖及江南等區域。中樞區域是中國的心臟，要控制
中國必須要控制中樞區域，因此國都必須要在中樞區域中（沙學浚，1947d；沙學浚，1947e）。
沙先生認為亞歐大陸和太平洋是中國未來發展的兩翼，缺一不可，因此建都於中樞區域不僅
方便控制全國，亦可以兼顧海陸：
「為了適應海陸並重的未來發展，領導海陸並重的建國工作，中
國的首都不但要在中樞區域，而且要在中樞區域中距海不遠之都市。因此南京與北平是最適於建
都的地點，因為他們剛剛位於現代中國人文地理的，政治地理的均衡點上——海洋關係與大陸關
係在這裡相接觸，相會合，相調和」
（沙學浚，1947f：10）
。建都位置的選擇需要兼顧海洋，這也
正是沙先生海國思想的體現。

（三）臺灣的地位和發展建議
沙先生認為，島嶼並不一定都能成為海國，而島嶼能否成為海國，主要取決於島上的居民是
否主要從事海上生活，接近陸地的大陸島比大洋中的海洋島則更難成為海國。如臺灣島距福建很
近，島上的土人非海洋民族，明末（17 世紀）時中國大陸才向島上大量移民，之後臺灣居民的海
上活動也不佔主要地位，因此歷史上臺灣島未能成為島嶼的海國（沙學浚，1947a）。
沙先生關於臺灣島地位及發展前景的論述主要集中於《臺灣島與臺灣海峽之地位價值》一文
中，他講到從地理位置看，臺灣是亞洲大陸與太平洋「本部」之間的界限，而臺灣海峽是東海、
黃海地區至南洋群島的門戶。從相對位置而言，臺灣位於中國大陸的邊緣位置，在歷史上是神秘
的、孤立的化外之地，未受中央政府重視；而環顧東亞地區，則臺灣又處於中心位置，大發現時
代後臺灣的此種地位價值開始凸顯，荷蘭人首先將其佔據，後來時有強國曾經或企圖將其佔領。
從海上交通而言，臺灣海峽的地位重於臺灣島，臺灣以東海岸平直陡峭，缺少良港，不適於航海，
以西的臺灣海峽則寬度適中，具有很好的通航能力和封鎖地位，對於東海和南海的聯通至關重要，
是中國海權成立的地理基礎。從國防地位而言，臺灣島、澎湖列島是大陸的岸前島，對於中國東
南沿海地區具有天然的屏障作用，若被外國控制，則會成為海疆的威脅；且臺灣島具有較大的面
積，有完備的人文地理和交通地理等結構，資源豐富，具有陸地性質而便於防守，其國防地理價
值不言而喻（沙學浚，1947g）。
對於臺灣將來的發展，沙先生強調，過去臺灣島與臺灣海峽的關係並不緊密，因海權與空權
的發展，今後兩者的關係會日趨密切，永不可分。他還認為，從地位價值及沿海防守而言，臺灣
島、臺灣海峽和浙江、福建等大陸東南沿海各省，共同構成「一個地理單位」
，他建議修建兩三條
鐵路，從大陸腹地直達福建，以加強與臺灣的聯繫，補充海上交通之不足（沙學浚，1947g）。

餘

論

沙學浚先生是中國較早系統闡述「海洋國家」概念的學者。他借鑒了中西方學者的海國思想，
對海洋國家的概念、本質、分類等進行了詳細地界定，特別是對於海洋國家的定義已經深入到社
會經濟文化層面，說明他的海國思想已趨成熟。他還創造性地以人類的海洋活動範圍和內容來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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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世界史，提升海洋在人類文明史中的地位。沙先生把自己的海國思想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回顧和反思了中國的海洋發展歷史，並提出發展海洋中國的建設性意見。如今世界向多元化、多
極化發展，楊國楨先生宣導要擺脫西方「海洋國家論」的束縛，立足於本國的海洋歷史文化資源，
塑造出不同類型的「海洋國家」形象（楊國楨，2012）
。沙先生的海國思想建立在對中國歷來海洋
文化的解讀和詮釋、中國近代遭受苦難反思的基礎之上，有著一套相對完整的體系和豐富的內涵，
其主要目的是發展海洋經濟貿易、維護海洋權益、促使國家強盛，他的海國學說可以作為我國重
新塑造「海洋國家」形象的重要參考。
當然在當時的歷史環境中，沙先生的一些論斷現在看來或有待商討。如他所謂的「海外殖民
國」
、
「海外飛地」
、
「海外之中國」
，或保留有西方海國思想的強權印記，對於南洋的看法即是一例。
魏源曾建議扶植南洋作為中國的藩鎮。對於南洋的地位，沙先生也有判斷，他認為東南亞介於太
平洋和印度洋、亞洲和澳洲之間，「據有一種雙重的即是聯陸與聯海的過渡地位和仲介地位」，是
美洲經太平洋到印度、歐洲經印度洋到東亞的走廊，雖非中國領土，但其地華人眾多，與中國聯
繫緊密，是中國的遠洋航運重要通道和補給基地，建議大力發展南洋的商業和航運，且必以建立
及運用海權為先決條件，以相當的海軍保護，以便於今後中國遠洋經濟的發展（沙學浚，1947c）。
又如他認為對海洋的忽視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徵。其實中國古代歷史上的海洋活動也相當豐富，
《竹書記年》和甲骨文中記載了夏商時期人們的航海活動；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吳國、越國都
有揚帆海上的記載；漢唐時期的海上絲綢之路將中國的茶葉、瓷器、絲綢運銷亞非各國；五代沿
海各國、宋代、元代的海外貿易空前繁榮，通商所得占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造就了諸如泉州、
廣州等聞名於世的港口；明代有浩大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等，記載和描述海洋和海洋活動的文獻更
是數不勝數。這些都說明海洋活動和海洋文化是中國古代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因為大陸文
明長期占主導地位，從而導致海洋文明在中國古代歷史上的地位並不顯著，如沙先生那樣的說法，
則可能有失偏頗。
沙先生還持續關注中國的海洋主權和海洋戰略要地。抗戰即將勝利時，沙先生預言世界上大
多數海域仍將被少數強國所控制，在海洋自由問題解決之前，世界不會有真正的和平，這個問題
在未來的東亞海域尤為突出。當時太平洋北部、東部、中部、南半部基本上被美國所控制，縱然
其他國家已經獨立，且領土完整，但如果在海洋上無地位、自由、平等可言，則其生存發展恐有
窒息之感，而具有廣闊國土的國家如中國和蘇聯的此種感受會更加深切（沙學浚，1944）
。因此，
想要發展海洋國家，海洋主權和與中國向海洋發展密切相關的戰略要地至關重要。沙先生曾對黃
海、東海、南海的得名原因做了分析，得出黃海、東海、南海都是以中國為中心而得名的。
「所以
外國人的地圖稱東海為東中國海，南海為南中國海，總之，這片緣海是『中國的』
，過去、現在與
將來都是一樣」（沙學浚，1945b：76）。對於南海，沙先生特別強調，「南海中的許多島嶼除有關
國家的少數『岸前島』之外，早被中國人發現而列入中國之版圖。西沙群島珊瑚礁下約五英尺處，
曾發現『永樂通寶』之中國錢幣，足證遠在明代即有中國人前往該群島」
（沙學浚，1972：354）。
沙先生認為黃海和東海外有島嶼封鎖，是封閉的緣海；南海被東南亞和澳洲所包圍，中國與太平
洋的通道被隔絕，因此臺灣島和琉球群島是中國自由出入太平洋的戰略要地（沙學浚，1945b）。
他為爭取這些海洋通道作了許多努力，強調臺灣島及臺灣海峽的重要地位（沙學浚，1947g）。他
還較早地關注釣魚島問題，先後發表了《釣魚臺屬中國不屬琉球之史地根據》、《日本虛構事實向

28
美國詐騙釣魚臺》等一系列論文，匯印成《釣魚臺屬中國之歷史、地理與法律根據論叢》一書；
發現了清光緒 19 年（1893 年）10 月慈禧太后將釣魚島、黃尾嶼和赤嶼三島賞賜給盛宣懷的詔書，
將之影印公佈；數次親臨釣魚島實地考察，繪製了《釣魚臺列嶼圖》等。
沙先生充分認識到了中國緣海的戰略價值和歷史文化意義：它是亞洲大陸與太平洋、印度洋
等相聯繫的主要通道，其地位相當於河西走廊對於中國內地省份與新疆一樣重要；它在歷史上是
中國與東亞、東南亞諸國交流的樞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可與歐洲的地中海相媲美（沙學浚，
1945b）。無論是古代、近現代，這片海域都承載著中國太多的輝煌和遺憾；將來它更是中國向海
洋邁進的重要基礎。新中國建立後，我國大力發展海洋事業，加強海洋權益的維護力度，沙先生
海國學說的關注點也一一應驗，這充分說明先生的遠見及其海國學說的生命力。沙先生倡議我們
不能被大陸的歷史所束縛，要熱愛海洋、主動面對海洋、在精神上消除對海洋的抵制，這也是我
們以後向海洋發展需要努力的方向。最後仍用先生之言強調海洋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以紀念他對
中國海洋事業的貢獻：
「抗戰史以及五百年東亞史證明出一件原則，就是中國如果要生存和發展，
必須改變『東止於海』的觀念，為東至於海和東制海的觀念」（沙學浚，1945b：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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