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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第一章「緖論」，首先闡述《唐代嶺南地區經濟發展研究》一書的撰寫動機及期望達成的目
的；其次，並對本書的研究範疇及研究方法加以說明；再者，對於唐代嶺南地區及區域經濟等
相關論著，加以簡要介紹。
第二章「唐代嶺南東道地區的經濟發展」，唐代的嶺南東道地區，大致為今日的廣東、海南
島及廣西部分地區，幅員相當遼闊。嶺南東道地區的廣州有良好的手工業基礎，加以是唐代第
一大國際貿易港，商業貿易發達，因此相當繁榮；韶州、桂州及恩州等地則因有良好的交通條件，
因此亦有一定的發展。除上述地區之外，嶺南東道的部分地區在唐代仍是開發較遲之地。嶺南
東道部分地區因地處偏遠及交通不便等因素，而與廣州、韶州、桂州及恩州等地的發展，存在
著區域性的差異。然而即使是這些經濟發展較落後地區，也因嶺南東道地區交通路線的開闢，
以及伴隨著廣州、韶州、桂州及恩州等地經濟發展的帶動下，在晚唐五代以後有進一步的發展。
第三章「唐代嶺南西道地區經濟發展析論」，唐代的嶺南西道地區，大致為今日的廣西壯族
自治區西半部、越南中北部地區。嶺南西道地區的交州有良好的手工業基礎，加以是秦漢至魏
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國際貿易港，商業貿易發達，因此相當繁榮。邕州則因位於嶺南地區主要
河流鬱水（西江水）支流的會合點上，擁有良好的交通條件，因此有一定的發展。除上述地
區之外，嶺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區在唐代仍是開發較晚之地。嶺南西道部分地區因地處偏遠及交
通不便等因素， 而與交州及邕州等地的發展， 存在著差異。 然而即使是這些經濟發展較落後地
區，也因嶺南西道地區交通路線的開闢，以及伴隨著交州、邕州等地經濟發展的帶動下，在五
代以後有進一步的發展。
第四章「唐代廣州的經濟發展──並論市舶使的設置」，唐代是廣州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時
期，此時期廣州不但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取代了交州在海上絲路的終點站地位，而成為當時
第一大外貿港口，在農業、手工業及商業貿易等方面均相當地發達，同時人口也相對地快速地
增加，並成為唐廷極為關注之地。本章從唐代廣州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發展及交通
條件等方面加以探究，並且對於市舶使的設置、職權及廣州的胡商等課題，亦據相關史料加以
辨析，期望藉以明瞭唐代廣州社會經濟的總體發展及其影響。

第五章「唐五代廣州的商業貿易」，唐代廣州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網絡，成為
當時第一大外貿港口。在農業生產、手工業技術及商業貿易等方面均相當地發達，同時人口也
相對地增加。本章以廣州的商業貿易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在於廣州可以大庾路及靈渠等路
線通往淮南及中原地區，且境內河川緃橫，有利於交通運輸，因此國內貿易相當興盛；由於廣
州擁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因此在海外貿易方面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章從唐代廣州的地理
環境及交通條件、國內貿易及海外貿易等方面發展加以探究，並且對於學界意見較為分歧的舶
腳、稅率，以及「南貨」等課題，依據相關史料及研究成果加以分析，期望藉以明瞭廣州在有
唐一代經濟的發展及其影響。
第六章「結論」，總結《唐代嶺南地區經濟發展研究》一書的研究成果及未來展望，並期望
在未來能對於五代時期和宋代的嶺南地區的區域經濟，有進一步的探究。
附錄「劉宋時期廣州地區的經濟發展」，廣州地區的區域經濟在劉宋時期，已較前代有進一
步的發展。農業方面由於本區氣侯溫暖多雨，適宜農作物的生長，加以自東漢以來耕作技術的
改良和進步，使農業生產量有所增加。冶金業、紡織業、製鹽業、造船業及鑄錢業等手工業的
製造技術亦有相當進步。廣州地區境內河流密佈，鬱水、溱水及涅水及其支流可以說幾乎遍佈
全區，因此本區的水上交通可謂便捷；加以可從靈渠北通湘水，對外交通運輸亦相當方便。在
商業貿易方面，由於航路的改變，三國時期以後南海郡的番禺已逐漸取代徐聞、交州，成為嶺
南地區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因此遠來的商舶絡繹於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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