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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俄羅斯的疆域遼闊，許多遷徙的規模更甚跨國境的移動。洛

特曼透過分析語言及文化形構的歷程，討論個人在空間裡對內、

外分際的察覺和實踐。俄羅斯人對於疆界與分界的想像和定義，

隨著政權體制與社會結構的變換而有不同的判讀。本文藉觀察

帝俄晚期的國家政策與人文活動，探究因戰爭、流放、拓邊等國

境之內的「出界」形式，檢視「境／界」的意義在洛特曼描述的

狀態裡，呼應巴里巴爾對於邊界成因的關注，兩者之於反思越界

這個命題的意義，對於當前少數以國家安全之名施行邊境管制

的政策，在面對世界經濟、文化逐漸走向無國界發展的當下，嘗

試提煉出值得借鑒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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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邊界：縱橫交錯的「線」 

何謂「邊界」(border)？牛津字典 (Oxford Dictionary) 將其定

義為「一條分隔兩個國家、兩塊行政區域或地方的線」(Dictionary.com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d.)；劍橋字典 (Cambridge Dictionary) 

也說它是「將一國與他國分開的線」(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d.)。邊界源於十四世紀古法語 bordure 一字，意指「盾牌外圈上

的彩色邊框」或「盾牌外緣的縫線」(Harper, n.d.)；同時，該字也被

用以形容鑲綴在餐具及衣服上的裝飾性花邊。到了十五世紀初，「城

市或國家等地區的分界 (boundary)」(n.d.) 的涵義開始普遍流行；

至於「邊區」(border region) 則意謂著「位於國家邊界上的地區」

(n.d.)。以美國為例，將邊界一字用於「劃分荒野及定居點」(n.d.) 的

說法始於 1827 年。一般而言，描「邊」劃「界」的做法是對土地

標定範圍後，讓自身對該地建立起認同感，同時也促使他人對其產

生歸屬感的一種識別機制。然而也有人主張，認同和歸屬的確立，

應該發生在追溯和標定邊界的過程中，而非邊界導致的結果。由此

可見，任何涉及邊界的詮釋，無論其是否取決於因之而建立的認同

或產生的歸屬，僵化的定義無益於瞭解邊界的多重特性。 

對於巴里巴爾  (Étienne Balibar) 而言，他引格林  (André 

Green) 的敘述表達出「沒有什麼比做為一道邊界更難的事」(as cited 

in Balibar, 1997/2002: 88) 的看法。1 早期的邊界與歐洲十六世紀

航海大發現的拓展密切相關，譬如歐洲殖民帝國發展出的世界經濟

規模、西方民族國家概念的強化，以及歐洲以外其它屬於東方的生

活模式等，這些見聞鞏固了不同國家之間用以辨識差異的那條分

                                                
1 André Green 法文原句的英譯為 “You can be a citizen or you can be stateles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being a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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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這條線不僅是國界，也是殖民母 (帝) 國越洋劃定的疆界。傳統

上，邊界有三項特性，巴里巴爾將其歸納為：多源決定的 (overde-

termination，比如政治上的邊界不會僅止於兩國的地界，還包括被

其它地緣政治劃分許可、重複及相對的關聯性 )、多義性  (poly-

semic，對不同社群的個體而言，邊界指涉的意義各不相同)，及異

質性 (heterogeneity，亦即社會交流、交換和權利之間的劃界和地

域主張，其內部同時也充斥著各種意義的邊界) (Balibar, 1997/2002: 

78)。然而，無論是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引發的一連串後續效應，

或是 1991 年蘇聯解體宣告美、俄冷戰結束，及 1993 年歐盟成立等

事件，都讓各國重新思考「國界」指涉的範圍及適用性。今日所謂

的邊界，更細緻地關乎個人在社會階級裡被判定的位置，同時涉及

其與律法、政權機關及所享基本權利之間的競合關係，從而定位各

自在「國家」(states) 之中的「狀態」(state)。 

一般而言，國民 (people of a nation) 居住和遷徙的自由被保

障在國家的憲法裡，其適用性只遍及該國主權轄下的領土範圍內，

出了國境便不再具有效力。出境後的世界公民 (global citizens) 礙

於國家之間交往的現實，只能有條件地履行跨境遷徙。開始移動的

「人」，其身分在國際政治的戲局裡被審視、界定；個人前往異地

入境和出境的自由意志，也隨著所處的時空和政策，被微調修正。

民族國家的建立、分裂、內戰或消亡，導致某些族群人口的覆滅與

錯動；而各種對於主權、疆界、移民政策和國家安全的設想，則限

縮外移人口 (移民或難民) 越界的選擇和自由。在歷史發展的過程

中，伴隨著國家而產生的邊界，一方面被強化為穩定社會的關鍵，

另一方面也向內迴避了差異的問題，並被用以解消國民和行政當局

彼此在觀念上的對立。除此之外，由於日漸增加的跨國交通，國家

的邊界管制已升高到國際層次的差異識別，在港口、機場的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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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原本以防禦為主的邊界管控，則被有意無意地安排成一種

預防性的篩選和歧視。在此情境之下，邊界的功能不同於地理上有

形的標誌，而是出現在任何一處需要確實掌握風險的所在，例如判

別健康及安全的崗哨 (checks)。邊界不僅是一條線，還是一處滯留

區 (detention zones) 或一項篩檢系統 (filtering systems)，在轄地中

心或機場過境大廳，充當個人身分轉換的濾鏡。 

可以想見，一旦邊界的指涉或代表的意義變得多元，不再是單

純區隔內外的分線，那麼對於威權主義者的隔離政策，或是對於極

端民主主義等試圖解構邊界限制的奢想而言，這些原本仰賴邊界所

維持的穩定，勢必出現另一種發展的態勢。而推動並追求「無國界」

的全球化浪潮，在遭逢來自敘利亞、北非等難民湧向歐洲的當下，

邊界的兩方能否對於越界後的資源配置與分享取得共識，仍是個難

題。社會學家鮑曼 (Zygmunt Bauman) 辭世之前曾對此進行深刻的

反思，同時寫就了《我們家門前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Our Door) 

一書。鮑曼在書中描繪了正在眼前上演的悲劇：歐洲的媒體將來自

四面八方的難民視作危及社會福祉的外來威脅；而各國領袖則發動

一項征服人民心靈與情緒的戰役，藉挑動「道德恐慌」(moral pan-

ics)，開啟對外來移民施以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所謂「污名」

(stigma) 的舉措；主政者不僅將移民貼上負面屬性的標籤，同時發

動一如施密特 (Carl Schmitt) 在《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1985) 裡所描述的行

為，亦即動員整個國家指向某類特定的敵人 (as cited in Bauman, 

2016: 34-41)。《我們家門前的陌生人》呈現的景況是相互牴觸的，

一方是全球化之下歐洲 (包含英國) 的雇主與勞務仲介靈活引進便

宜的外籍勞工，另一方則是部分歐洲民眾面對勞動力的競爭，因察

覺生存條件的劣化與社會地位晉升的前途黯淡，而不得不採取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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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門外的決策。由此可見，當全球化的流動遭遇阻礙，邊界的屬性

及其功能將免不了走向分歧；同時，邊界將不僅是問題研究的對象 

(object)，還能充當一種視角 (angle)，深究那些發生在界內和界外的

對峙與衝突。 

大前研一 (Kenichi Ohmae) 的著作《無國界的世界》(The Bor-

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於

1990 年問世後，各方對於全球化之於邊界的衝擊，都抱持著樂觀的

想法，認為國界終將因為全球化的進程與發展而逐漸式微 (Ohmae, 

1990: 172-192)。2 但事實證明，各國面對全球化所研擬的保護措

施，卻使得邊界不減反增；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為了因應這種

情勢，也積極整頓內部的結構，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議題

上，重新劃定權責的分界。有鑒於此，巴里巴爾從全球化的角度著

手設想邊界的問題，面對領土和政權「均化」(homogenized) 的趨

勢，為抵制該等發展走向極端和分離，全球化這個類似烏托邦理想

的概念，不時被用以申論、質疑邊界的局限。巴里巴爾認為，多邊

國家的經濟合作模式與蘇聯社會主義體系的瓦解，加上資訊、動能

與問題充斥的單一運作系統逐步成形，這三點是領略全球化脈動的

要素。誰被劃歸在界內，誰又被排除在界外，當自然疆界已不復存

在，邊界終至落入建構，成為高度政治操作的場域  (Balibar, 

1997/2002: 75-86)。世界各國透過合作或競爭的跨國組織，重新分

配彼此的疆界和版圖；而蘇聯解體的歷史譁然，則絕對是不可忽略

的時代因素。 

事實上，蘇聯在二十世紀的興衰史，一直是各方學者關注的焦

點。每當人們談及俄羅斯 (Russia)，不論它是泛稱或專指俄羅斯聯

                                                
2 大前研一於二十世紀末提出一項觀點，他認為各國經濟互聯關係逐漸緊密的趨勢將導

致「無國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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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  (Russian Federation, 1991-迄今)、蘇聯  (Soviet Union, 1922-

1991) 或俄羅斯帝國 (Russian Empire，簡稱「帝俄」，1721-1917) 

等時期，對其基本的印象都離不開西起波羅的海、東至太平洋這一

片橫跨歐亞的土地。巴里巴爾認為，歐洲邊界 (borders of Europe) 

的問題已不僅止於理論上的思辨，而是各方衝突的導火線；並且，

將俄羅斯排除在歐洲地域之外的主觀意識，都無益於了解歷史。巴

里巴爾認為史上涉及歐洲認同危機的時刻，都與歐陸東、西邊上

的兩大強權有關：一是處於半排除  (semi-exclusion) 關係的大

不列顛王國，二是維持半納入 (semi-inclusion) 狀態的俄羅斯；而

將後者視為推動歐洲統合的關鍵因素，其影響力絕不亞於前者之於

歐洲的重要性 (Balibar, 2001/2004: 168-170)。1989 年，戈巴契夫 

(Mikhail S. Gorbachev) 赴歐洲議會 (Council of Europe) 演講的說

詞中，重提「歐洲共同家園」(Common European Home) 的概念；

並且，他在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所謂的歐洲即「西起大西洋

沿岸，東至烏拉爾山 (the Urals)」的地理詮釋基礎上，強調蘇聯之

於歐洲的不可分割性。3  

的確，倘若歐洲的東界止烏拉爾山，那麼不論是帝俄、蘇聯或

今日的俄羅斯聯邦，都不曾置身於歐洲之外。巴里巴爾對於歐洲的

關切，是以邊界所涉及的不定性與模稜，設想事件的因果關係及可

能的解決方式；然而巴里巴爾未能繼續向東探問的邊界，則是本文

的研究起點。本文將著重帝俄晚期幾項大規模的遷徙，融入學者的

觀點以分析當時的移民政策與邊區情勢，透過不同個體在越界移動

後產生的空間感，窺視俄羅斯人所認知的界域，及其之於識別差異

的影響，進一步思考當前各國在處理棘手的邊界問題上，如何能調

                                                
3 講稿全文參見 Gorbachev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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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自身以適應界內、域外的碰撞及改變。由於帝俄時期在中亞或西

伯利亞等地所掌控的邊區，在蘇聯時期散落於不同的加盟共和國境

內。儘管加盟共和國的邊界須經共和國成員間彼此協商後經批准方

能生效，但具有主權國家地位的各加盟共和國對於邊界的判定仍莫

衷一是。此外，加盟共和國下又另設州、邊疆區及少數民族的自治

專區，不同層級的行政單位對待邊區的管理也因地而異，值得另闢

專題研究。因此本文將不深入分析蘇聯時期各加盟共和國涉及邊界

問題的態度與做法。 

貳、俄羅斯的命運：無邊的「界」 

國家和土地的「無界性」已進入俄羅斯人的心理結構。 

(別爾嘉耶夫，1918/1999: 55)  

別爾嘉耶夫 (Nikolai Berdiaev) 在二十世紀初陸續發表的論文

被集結成《俄羅斯的命運》(Sud'ba Rossii)；其中一篇於 1918 年寫

就的專文談及「俄羅斯民族的心理」問題時，特別針對土地與空間

之於俄羅斯人的意義進行闡釋。別爾嘉耶夫認為，俄羅斯的靈魂受

制於「無邊的 (neob''iatnyi) 俄羅斯土地」。別爾嘉耶夫將俄羅斯的

地理特徵與國家認同的問題並置檢視，他認為這種無界的 (bezgra-

nichnnyi)、形式不定的 (besformennyi) 空間特色，關係著俄羅斯的

命運；同時，這種未知的空間感 (prostor)，透過具有民族象徵意義

的路徑，形塑出俄羅斯的歷史命運。別爾嘉耶夫指出，第一次世界

大戰與 1917 年的革命讓俄羅斯從無邊界的存在感，體認到自內部、

中央積極向外部空間發展的能量。俄羅斯不該被龐大的空間所制

約，反而應該利用這種無垠的遼闊，做為創造歷史新頁的基礎 (別

爾嘉耶夫，1918/1999: 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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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別爾嘉耶夫觀點，洛特曼 (Yuri M. Lotman) 探討「分

界」(granitsa) 在歷史空間裡的角色時則提到，界線的安置取決於人

類文化的普遍性，界內和境外分別自成體系，同期看似統一的符號

特徵，只是假象 (Lotman, 1990: 131-142)。洛特曼透過對符號系統

的研究，提出一種詮釋日常生活的模式。洛特曼視符號學為一項認

知科學，語言是其中運作最根本、主要的元素；而我們所理解的世

界，全都依賴語言形塑；所謂的神話、習俗、宗教、藝術和科學的

語言，都是次級的運作系統。因此，透過分析文化組成裡的各種規

約或規律，我們得以解釋某種文化導致的某些現象，卻不必為文化

裡的所有現象，個別找出合理的解釋。在符號學的語境裡，洛特曼

特別指出分界之於文化的重要性，亦即它具備「統合」(unifying) 的

功能與意義。分界體現了符號的獨特性，也就是第一人稱所掌握的

外部界線。因此，「我們的、有文化的、安全的、有條理的」被特

別標示以區別「他們的、有害的、危險的、失序的」。洛特曼認為，

當世界被分成我們的內部空間和他們的外部場域，文化因此油然而

生。 

洛特曼所謂的分界，不僅是以界線區隔城鄉、國家或社會階層，

也區隔了生死。不同文化所定義的界內界外，有不同的風格、脈絡。

但洛特曼認為相異的文化主體對於界外的想像，常有相似的描述。

譬如，「『我們』所禁止的野蠻行為 (例如吃不潔的食物、唱跳邪

惡的歌舞)，卻是被『他們』所允許的」，就是一種表述內外所屬的

常見說法。然而，當洛特曼檢視這種從文化中心向外投射「此／彼」

的論述時，他察覺界內空間因受限於各種自我管理的機制，使得其

中的符號組成喪失了適應性，也讓自述的發展受到局限；反之，界

外的場域卻充分展現出能動性，也是孕育新語言的最佳場所 (Lot-

man, 2010: 257-268)。洛特曼以藝術和電影的領域為例，指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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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外緣風格的美學手法，比文化中心的主流意識更具革命性和創

造性，觀眾也傾向將其視為當代藝術的真實表現。那些突破電影學

理論框架和技術限制的鏡頭，或是那些前衛藝術裡的「叛逆鑲綴」

(rebellious fringe)，反而成為主流，在符號系統中施展奪目的光彩，

獨樹一幟。洛特曼自分界的功能所衍伸出的文化思考，除了巧妙呼

應邊界一字最初在古法語中做為鑲邊裝飾的意義之外，也體現了邊

界具備多層次的指涉，供不同的領域借之詮釋內部成員與外部因素

之間的互動與排斥。 

洛特曼認為，分界具有雙重性，它不僅區隔同時也連接兩個相

鄰的符號場域；因此它是雙語的，也具備多語的特徵。對於洛特曼

而言，分界本身充當一項裝置，能將異符號轉譯成「我們的」語言。

在轉換的過程中，一個將「外異」變換成「同我」的空間被刻意營

造，當異質的文本通過分界這個類似篩網的薄膜，並由外而內跨入

界內的場域時，儘管文本最終被轉譯成另一個符號系統裡的語言，

其特殊性卻未因此消失。這類情況常見於古羅斯的歷史事件，那些

原本在基輔公國 (Kievan Rus') 邊界上生活的民族，不僅從遊牧轉

成農耕定居的生活型態，還聯合公國的王儲，對其它甚至自己所屬

的遊牧部落進行征伐。無論從地理相對位置或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

審視，這些邊上的牧民被古羅斯人稱為「我們的異教徒 (poganye)」。4 

這個帶有污穢、不潔指稱的異教徒，與「我們的」這項所有格並置，

除了產生一種矛盾的語言修飾，也恰好展現了「分界」在理解上的

不定性，它既區分，也結合相異的兩種文化類型。倘若沒了分界，

                                                
4 俄文 poganye 的字義近似英文裡的 pagans，意指異教徒、無宗教信仰者，或指未被基

督教征服的鄉土人。同時，這個字還延伸出「異質的、不可被接受的及不潔的」意義

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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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異同的轉變不會發生；而高度同質性的內部組織則持續維穩，

但也因此無法期待質變的創新。 

洛特曼將分界這項地理的特徵，靈活運用於詮釋符號學的系

統、文藝風格的分析和具體的社會生活，介於中央和外緣之間的分

界，經過內外的拉扯，它的範圍逐漸擴大，因之而形成的緩衝區也

就足夠讓人檢視彼此間的差異究竟指引出何種倫理上的問題。 

參、「我們的」：帝俄時期的移民與拓邊 

俄羅斯的疆域在與他人 (國) 互動的經驗中，藉由移動的軌跡，

形塑出對於邊界的感知。不同時期的官員在處理差異、調查人口組

成及控制邊境等問題上，皆力求維持這塊自 1470 年土地面積僅 43

萬平方公里的公國，到了十九世紀末已增長為 2,243 萬平方公里的

帝國 (Hellie, 2002)。除了氣候條件和地理環境可能阻礙行旅，俄國

人走得再遠，幾乎仍在國境之中。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1703 年

建立 ) 與堪察加半島上的城市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  (Petropav-

lovsk，建於 1740 年) 之間大約相距 9,500 公里，相差 9 個時區。

俄羅斯帝國的版圖西起波蘭、芬蘭，東至阿拉斯加、中亞與中國東

北，比今日的俄羅斯聯邦、昔日的蘇聯囊括了更多的土地。另一方

面，帝俄的軍隊於 1760 年攻抵柏林，再於 1814 年兵臨巴黎城下；

在對拿破崙的戰爭獲勝之後，帝俄倡議的「神聖同盟」(Holy Alli-

ance)，首次將帝國的勢力範圍延伸到西歐。直到 1867 年出售阿拉

斯加之前，帝俄的邊界持續逐年向外拓展，並在區域政治上扮演著

關鍵的角色。 

學者根據史料推論，在西伯利亞鐵路 (1891-1916) 建成之前，

帝俄時期的陸上交通極度不便；這個問題不僅耽誤帝國東、西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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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也阻礙城鄉之間的交流往來。相關的史書和專著不約而同地

對此提出事例，供讀者想像彼時行路的困境。例如德國學者穆勒 

(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 於十八世紀曾率領一支俄國考察團遠

赴西伯利亞，他們行走的總里程數，幾乎可繞地球一圈。而在十九

世紀初，向阿拉斯加俄羅斯基地運送糧食補給的任務，走陸路穿越

西伯利亞的花費，比走海陸繞半個地球的路線要貴上 4 倍。以陸路

經西伯利亞向中國邊境運輸毛皮，要走上 2 年；若改以美國的船隻

運載貨物，則僅需 5 個月的時間。這種情況令同時代的人不禁感慨，

無論是從技術上或心理上而言，印度與倫敦之間的距離，比帝俄境

內任何一處到聖彼得堡的路程要近的太多  (Bolkhovitinov, 1997: 

239; Foust, 1969: 321)。 

鑒於上述，帝俄時期人口遷徙的狀況便成為學者研究的另一項

關注。一派認為，帝俄晚期境內人口的流動基本上呈現靜止的狀態。

儘管 1861 年帝俄下令改革農奴制度，重獲自由的農民卻仍受制於

地方機關的法令和義務，移居不易。帝俄境內的猶太人也因為護照

通行政策的規範，無法自由遷徙。此外，國家整體建設落後，加上

不完善的公共運輸設施，讓城際之間的交通無法便捷，這些問題皆

成為導致帝俄晚期人口遷徙停滯的原因。然而，另一派學者卻認為，

帝俄向中亞、遠東屯墾的政策、季節性的遷徙生活，或是新興的觀

光旅遊，則是與靜態帝國相反的圖像，人口分布呈現流動的狀態 

(Anderson, 1980; Breyfogle et al., 2007; Gorsuch & Koenker, 2006; 

McReynolds, 2002; Sunderland, 2004)。事實上，帝俄的疆域幅員遼

闊，但邊區人口的成長速度卻追不上持續向外擴張的國界。對此，

主政當局採取分批將公民送往邊區的措施，例如在十六世紀末，莫

斯科公國以集體南遷或北移的人口政策，作為征服鄰近諾弗哥羅德

公國及立陶宛公國的手段；或是在彼得大帝統治的期間，將人口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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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聖彼得堡西遷；十九世紀末至蘇聯時期，則是將流放的人口往

中亞或遠東等地運送。這種因政策而被迫展開的遷徙，具體呈現帝

俄以至蘇聯時期，境內人口流動的狀態。  

俄羅斯對於「界」的詮釋有別於其它國家。學者魏斯 (Weiss, 

2006) 指出，「我們的」(nashe) 這個概念，是瞭解箇中機制的關鍵

因素；俄國人透過移動、遷徙所探查的邊界線，形塑出共同認知的

祖國大地。帝俄政府治理邊區的方式，在兼併西伯利亞的行動上特

別顯著。其中，東正教會在邊陲地區搭建教堂的任務最具象徵性，

由宗教的精神王國首先確認土地的歸屬，並在地理的命名之後，讓

原本在帝俄邊界上的模糊地帶，旋即納入界內的範圍，以宣告完成

加入「我們」的儀式。無獨有偶，俄國第一本旅遊指南於 1839 年

由德米特里耶夫 (Dmitriev, 1847) 發行，該指南作為一本實用性的

手冊，不僅介紹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的馬車路線，同時也提供使用

者區辨彼此的方法。例如在手冊中，農民被描繪成友善的在地人，

而那些住在城市近郊的外省居民則是不討喜的陌生人  (foreign-

ers)。佚名的作者藉旅遊指南這項媒介，向讀者展示他所理解的差

異，並以象徵性的文學手法，在首都中心和其它周邊地區之間劃了

一條分界，區分「我們」與「他們」各自的歸屬。 

十九世紀末，帝俄向邊疆地區擴張的策略，儘管類似帝國主義

國家殖民亞洲、非洲、南美洲的手法；但帝俄與被征服者在地理位

置及歷史互動的形勢中，雙方的關係或許更近似美國早期拓殖西部

地區的計畫。只是，在帝俄向東推進的過程中，遭遇比美國的西部

大開發更複雜且分歧的族群問題和邊界爭議 (Dow, 1941; Lantzeff 

& Pierce, 1973; Lobanov-Rostovsky, 1957; Pallot & Shaw, 1990; 

Treadgold, 1952; Wieczynski, 1976)。事實上，colony 一字源於十

四世紀末，意指「古羅馬人在義大利之外的定居點」(Harper,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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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語 (colonia) 中，有「定居地、農場、土地不動產」的意思

(Dictionary.com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d.)。羅馬人甚至用該

字轉譯希臘文中的 apoikia，謂之「來自老家的人」(Harper, n.d.)。

自 1540 年起，該字被賦予涉及當代現勢的意義，指的是「一群仍

隸屬母國的團體或個人，從原籍國移居到新地從事耕種並且居住」

(n.d.)的行為。直到 1610 年，用以形容「被殖民的國家或地區」(n.d.) 

的意義才首次出現。通常，人們習慣地認為，殖民是一種向海外擴

張的行動；但是在理論上，殖民的定義並未規範類似的行動只限境

外的征服。此外，殖民是移居者以殖民群 (colonizing group) 的優

勢，對被殖民的地區採取軍事征服，或以推行宗教及傳播文明的理

由，進而主導該地政治、經濟生態的一種策略。然而，在帝國主義

盛行的時期，殖民國對轄下殖民地的行政處置，移置人口通常不是

最主要的措施 (Horvath, 1972)。由此可見，擴張形式與移民措施能

否作為判定殖民行為的條件，亦即帝俄採取境內移置居民的政策是

否等同傳統殖民主義所框設的模式，各方仍有歧見。 

學者艾特肯 (Alexander Etkind) 認為，帝俄向西伯利亞和中亞

的征服是一種「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 的過程；他依據

俄國史學家夏波夫 (Afanasii Shchapov)「自我殖民」(self-coloniza-

tion) 的概念，說明帝俄的拓殖不是充滿冒險精神的傳奇故事，而是

一段極為血腥、高度政治性的歷程。政治治理與文化支配在殖民的

過程中合流，並以「改造文化」(transformationist culture) 的方式，

做為這類殖民模式的主要手段。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內部殖

民」意謂著無論在真實的或想像的國境之內，強調以「文化統治」

作為殖民政策主軸的治理模式；著名的例子包括十九世紀末二十世

紀初普魯士與德意志啟動的「內部殖民」計畫，即致力在東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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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地居民灌輸各種似假若真的訊息與知識 (Etkind, 2011: 3, 65-

66)。 

艾特肯的論述提供一項新的視角，供人審視帝俄南向與東拓的

政策中，是否涉及殖民式的掠奪、主宰和壓迫。儘管如此，多數的

俄國人依然認為開發西伯利亞的處女地，目的是為了讓帝國的前緣

地區進入現代化、城市化的轉型，屬於境內公民大規模的遷徙，而

非殖民式的佔領。而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建設，則是促進這種「境

內農耕聚居」(internal agrarian colonization) 型態的最佳手段。修

築鐵路的工人自認是連結歐亞大陸的重要推手，肩負著為同胞開拓

全球視野的任務。帝俄末期的財政大臣維特 (Sergei Witte) 曾呼籲，

俄羅斯應當覺醒，並意識到自己作為連結歐亞兩洲的關鍵角色。維

特於 1907 年寫就的回憶錄中提及西伯利亞鐵路橫越歐亞大陸的重

要性，並強調「如果能完成與中東鐵路相連的鐵路網，那麼西伯利

亞鐵路便能如願成為世界級的運輸路線，並將俄國、歐洲與包含日

本在內的遠東地區連結起來」(Vitte, 1994: 46)。鐵路線的延伸，是

俄羅斯加速抵達邊界，同時縮短並確立外緣 (邊疆) 與中心 (首都) 

彼此間關係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便捷的交通也反映著工業發展

加速釐清分界的這項走勢。每當燃煤的火車頭再次啟動駛往下一個

未知的新站，人們對於邊界的感知仍舊充滿好奇與想像，並帶著些

許忐忑不安的心情，往邊疆前行。 

西方國家早期海外殖民的政策，與帝俄當局境內移置農民或安

置「異族人」(inorodets) 的做法不同。觀察帝俄晚期的歷史，異族

人並不是以「非我」的類別存在，而是以「共生」的概念被納入體

系。所謂的異族人，其字根原指「非同類 (rod) 的人」，後逐漸被

用來指稱「根本地與眾不同，且非屬俄羅斯族的其他人口」(Slezkine, 

1994: 53)。隨著帝俄版圖日漸東擴，納入行政管理的新人口也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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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5 單純以農耕或遊牧的生活型態判定人口屬性的方式，已不

足以充當分辨彼此的標準 (Raeff, 1956)。6 而帝俄政府為了稅收和

司法的目的，必須依法賦予各類人口應有的身分，方能遂行法令。

對當局而言，異族人的指稱並無褒貶特定族群的用意，在法律之前，

每一位都是當然的「國民」。然而直到日俄戰爭 (1904-1905) 失利，

帝俄社會內部高喊族群與文化認同的氛圍轉濃，少數民族則淪為意

識型態下的犧牲品；語言和信仰的差異，又成為區分他我的說詞。 

俄國人種學家史坦伯格 (Lev Shternberg) 在對異族人進行觀

察和記錄的田調之後總結，他認為「種族、信仰或政治忠誠從來不

是成為俄國人的先決條件，只要能說俄語，就是真正的俄國人」

(1910: 531)。儘管這項說詞備受各方肯定，但帝俄政府的施政成果

卻仍待檢驗。畢竟，仍有如卡塔諾夫 (Nikolai F. Katanov) 的例子

顯示，一個專精突厥語研究的異族人，終究因為他的出身，無法被

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接納成為院士 (Geraci, 2001: 309-341)。對於當

局而言，新國民的異文化背景和族譜身家並非帝國行政體系的主要

關注。然而，斯拉夫族裔的傳統優越感根深蒂固，任何一項企圖使

異族人臣服、歸化或融入帝國治理的策略，都是漫長且艱辛的過程。

事實上，在文明和進步的口號下，有志偕同帝俄當局教化邊陲居民

                                                
5 當時，被歸納為「異族人」的族群新成員，從 3 種擴增到 13 種類別，包含西伯利亞的

所有原住民、濱海邊疆區的楚科奇人、托木斯克地區的山民、阿拉斯加半島及柯曼多

爾群島的居民、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的薩摩亞人、居住在斯達夫波爾邊疆地區的牧民、

阿斯特拉罕地區的卡爾梅克人、裏海及烏拉爾山之間的吉爾吉斯人、生活在隸屬今日

哈薩克斯坦境內的牧民、土耳其斯坦邊區的居民、外裏海地區的部落、高加索山區的

部落及猶太人。詳見俄文百科全書字典 Inorodtsy 條目說明 (Semenovskaia Tipolito-
grafiia, 1894)。 

6 根據考證，帝俄時期最早用以管理異族人的法令條文由斯別蘭斯基 (Mikhail M. Spe-
ranskii) 於 1822 年制定。詳見 Ustav ob upravlenii inorodtsev (1830) 涉及異族人的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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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國知識份子，竭力消除他們在俄國農民及帝國外緣少數民族身

上看見的落後，卻對自己偏狹的刻板印象和一意孤行視而不見。另

一方面，帝俄行政機關則預期這項由上而下單方面推行的政策，可

能引發民族或宗教上的分裂運動，因此嘗試與農民合作，執行一項

折衷的邊境措施。起初，帝俄政府欲藉移民邊陲地區的政策，將人

口族群之間的界線，延伸為帝國的邊界；避免因族群差異導致的內

部分歧，阻礙帝俄境內各民族的團結。然而，這些主動或被動前往

邊陲的俄國農民及民粹分子 (narodnik)，卻各自在與帝俄行政機關

接觸的過程中，置換了原本被賦予的任務和角色。 

帝俄末期的行政官員包哈維奇諾夫 (Leonid M. Bolkhovitinov) 

在《遠東的殖民》(Velikaia Rossiia: sbornik statei po voennym i ob-

shchestvennym voprosam) 書中便指出，將原本無地的農夫從帝國的

歐洲區安置到其它地方的措施，是一項使邊陲荒地開始有人聚居的

手段，同時也讓俄羅斯的東方邊界透過移民和移居的方式，變得更

加鞏固 (Bolkhovitinov, 1910: 222)。農奴──作為帝俄經濟體制下

的主要勞動力，當他們移居到帝國的亞洲區外緣時，卻成為與原住

民互爭資源和土地的掠奪者。事實上，帝俄歐洲區的農民所掌握的

耕作技術，較移入地區的原居民落後；這些遠道而來的移民未能考

量地理條件的差異，硬是將老家的耕作技術移置到西伯利亞的荒地

操作，結果成效不彰。由於農作產量不如預期，農民對土地的依附

感低落，因此無法在移居地產生新的認同，也沒能成為帝俄政府原

先期待足以產生貢獻的拓荒者，反而成為一群在外緣邊上毫無目

的、四處漫走的投機者。此外，移民的組成分子多樣，除了俄國農

民之外，哥薩克 (Cossacks)、韃靼人 (Tatars)、哈薩克人 (Kazakh)、

穆斯林 (Muslim) 和猶太人 (Jewish) 皆為同在帝國外緣邊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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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群。如此多元且分歧的群體和文化樣貌，讓帝國拓殖的成效在

邊界上不易被辨識。 

至於主張民粹的革命分子，原本與帝俄政府在國家政策的立場

上相左，之後因反抗而遭到逮捕或流放邊區；然而其學識見解，卻

成為帝俄官員獲取流放地相關田野調查報告的最佳來源，並據以做

為施政的參考。在帝國界域的外緣上，為了釐清遷徙的農民既是帝

俄體制下的受害者又是掠奪者身分的難題，民粹分子 (包括移居的

官僚、地區醫生及教師) 將隱藏各種不確定性的邊陲地區當作實驗

場域，藉以反思和檢視原本充滿願景的行政規畫，何以在施行的過

程中衍生出許多的問題，並由此經驗從帝國的外緣反向影響帝國中

心審視邊區的視角。譬如十九世紀末，因罪遭流放的民粹主義者艾

爾帕蒂耶夫斯基 (Sergei Ia. Elpat'evskii) 便驚訝地發現，在那些因

移民人口而興的西伯利亞小鎮，竟找不到與俄羅斯相關的組成特

色，「俄羅斯是隱性的、未聞的；在西伯利亞，你不會覺得自己身

在俄羅斯」(Elpat'evskii, 1926)。作家契訶夫 (Anton Chekhov) 於

1890 年橫越西伯利亞抵達庫頁島時脫口而出「這裡是世界的盡頭 

(konets sveta)」，而他所身處之地「不是俄羅斯 (ne v Rossii)」，卻

像是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亞高原或是美國德州。對於黑龍江流域以

東這片土地的自然景觀和人文風俗，契訶夫覺得陌生，並認為自己

是闖入該地的外國人 (inostrantsy) (Chekhov, 1978: 42-45)。這些感

受和說法，讓帝俄的移民政策只能停留在初步的實驗階段，無法深

耕。儘管移居的農民和民粹主義者對於邊疆治理的方式與成效各持

己見，但分歧的觀點仍不約而同地標誌當局在帝國外緣上的任務，

亦即通過對邊界的認定，確立各種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精神等層面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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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旅遊和拓荒，在俄羅斯還有一種對於邊界的刻板印象，那

是翻越烏拉爾山之後的流放。以帝俄時期為例，當局利用各種放逐

和驅逐的方式，排除罪犯、反社會分子或是不見容當時社會的異議

人士。相較於英國將犯人流放遠至澳大利亞的措施，帝俄的刑法罪

刑制度 (penal policies) 在質和量的表現上，呈現出與英國截然不

同的景況。遠離帝國中心 (聖彼得堡或莫斯科) 的西伯利亞，是國

境內的「界外」，包含囚犯、押解者、獄吏及其家屬等人口，皆因

故被移往新的懲戒地 (convict colonies)。在當時，絕大部份的流放

地是在原西伯利亞的村落上擴增規模，另一些則是專為流放罪犯新

建的聚落。對於流放者而言，如果能活著挺過戴著手銬腳鐐跋涉千

里的轉運路途，已是一項不被稱許的成功越界；抵達流放地後，耐

得住嚴苛的生活條件而刑滿出獄，或是僥倖逃脫，則是另一個階段

的出界；在前面兩種攸關生死的越界嘗試後，流放者選擇定居流放

地，或決定返回故鄉，則是觸及另一項身分與社會階級的跨界挑戰。

這些散落在烏拉爾山以東到太平洋沿岸之間的各式流放地，對帝國

中心的人們而言，都是不見容於界內的矯正地，充斥著暴力 (vio-

lence)、非法 (lawlessness) 和失序 (social anarchy) 的場景。吊詭的

是，在帝國中心的醫療機構和收容所，也安置了不能放任自由來去

的政治犯或身心障礙者；相較於流放西伯利亞的罪犯，在療養院病

室裡的「患者」，則是另一種界內永恆的放逐。 

俄羅斯的邊境 (frontier)，既是部分蘇聯史學家所謂「拉近人民

友誼的地帶」(sblizhenie)，也是西方史學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所設

想的「前進的引擎」(an engine of progress) (Turner, 1921)。7 從基

                                                
7 此處藉歷史學者 Frederick J. Turner 分析美國西部拓荒史的論證，並以他所提出「前

緣是前進的引擎」(frontier as an engine of progress) 的這項觀點，反思俄國東拓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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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羅斯的歐亞草原、伏爾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山區、喀山到西伯利

亞，邊界的意義因地而異，也供人各取所需。邊界的所在介於新／

舊、已知／未知之間，它的狀態經常是僵持的、緊張的。邊界的人

文發展史，涉及環境、社會及族群史的論題；它區分了同異，也製

造了交換的契機。以北高加索地區為例，這裡的村莊居住著由哥薩

克或韃靼人組成的山民 (mountain peoples)，這群嚮往和平的居民

為表示效忠帝俄沙皇，長期擔任巡守邊界和突襲的邊防任務。然而，

由於這類軍事協助的關係多變，山民不得不採取彈性的作法，在邊

界上同時與敵對的兩方保持一定的互動，而兩方也對這些山民保持

警戒，避免誤判情勢。學者波多 (Vasily A. Potto) 的研究便指出，

這些居住在孫札河  (Sunzha) 與捷列克河  (Terek) 之間的車臣人 

(Chechens)，是所有鄰近的山民中最奇怪又危險的一群人，「而這

座與世隔絕的村莊，是高加索地區許多部落土匪的巢穴，也是游擊

隊在邊界線上突擊前的休憩處，罪犯在此也獲得款待。同時，此地

隨處可見 1817 年俄法戰爭結束後的逃兵」(Potto, 1887: 86-87)。

而學者萬格 (Moritz Wanger) 則同情一群居住在庫班河 (Kuban) 

左岸的高加索人，並描述他們的處境是「在帝俄與其敵方之間的夾

縫中生存，他們盡可能地保持中立，與雙方都維持友好，輪流為雙

方效力，同時也為雙方查哨與偵查敵情」(Wanger, 1856: 129)。上

述兩個十九世紀的例子，體現居民在南俄地區北高加索邊界線上的

生存情況，它呈現出邊界局勢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然而，對帝俄

時期的將領葉爾莫洛夫 (Aleksei Ermolov) 而言，軍事的部署、要

求臣服、消滅當地的武裝組織、安置居民等措施，是維持區域穩定

                                                
利亞的過程。然而，俄國的發展不完全是美國經驗的移植，最終也沒有塑造出美式的

個人主義和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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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之一；然而這些所謂必要的手段，卻也加深帝俄當局與高加

索居民之間的那條分界。 

肆、從俄羅斯看世「界」：在終點開始 

「俄羅斯從這裡開始」(Zdes' nachinaetsia Rossiia)。自機場開往

堪察加首府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的公路上，斗大的地標提醒到訪

者，這裡是俄羅斯聯邦極東的堪察加邊疆區 (Kamchatka Krai)，被

喻為世界的盡頭，同時也是俄羅斯東疆的起點。 

洛特曼對於分界的評析，正好呼應了堪察加邊疆區的處境。洛

特曼以俄羅斯的歷史文化為例，主張邊界是雙重性的，既分割也連

接相鄰的地域；既排除也收納人口及各種不同形式的流通 (circula-

tion)。「界域」對於相異的文化所能促進的互動，透過內／外於界

上持續互動的狀態，新的思想於焉產生。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被喻

為世界的盡頭，同時也是俄羅斯東疆的起點。「在終點開始」的隱

喻指出分界的雙重性，俄羅斯的邊境思維與實踐在此具體呈現。儘

管分界阻礙一方向彼方跨進，但它卻能充當一項媒介，讓彼此滲透

的溝通開始；每一次的越界，都能像滾雪球似地增生新的一層意義。 

傳統上，我們透過繪製地圖或多邊協商的機制，進一步掌握所

謂的「界／線」(border as a line)。這項概念源於歐陸，隨後藉由殖

民主義、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的聲勢持續擴張，世界各國紛紛群

起效尤，開始自行繪製所屬國家的外部界線。班雅明 (Walter Ben-

jamin) 於 1927 年抵達莫斯科時曾驚訝地發現，「為了人民，俄羅

斯展現出不同的風貌」；「雨天走在大街，路邊小販的攤子上賣的

盡是俄羅斯的地圖……而這些地圖幾乎成為新俄羅斯的時尚標誌，

其魅力不亞於列寧的肖像」(Benjamin, 1978: 118)。地圖，讓邊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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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具體而微，同時召喚著人民對國家產生認同。它讓原本假想的

疆界清晰且實用地呈現，它不只標示出地域的分界，也暗示了權力

施展的境界。 

今日，我們所遭遇的邊界，其定義已不僅止於地圖上縱橫交錯

的黑線。邊界被賦予更複雜的當代經驗和現代意義，並在符號學的

領域中體現深層的異他性。各種象徵的、語言的、文化的、城市的

「邊線」(boundaries)，已無法在地理學上的邊界意義下被解釋；反

之，它們被以不同的方式搭接、連結或切割成有形或無形的他者、

異地，以重塑支配所屬人、事、地的手段和形式。邊界，不僅是地

理認知上的領土邊緣，它們更像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制度 (social in-

stitutions)，在能否突破圈限、進一步跨界的權衡下，被不斷重新建

構。邊界不僅被微調成為管理、檢測及掌握全球人口、資金和物品

流通的工具，也成為主權轉型的場域 (space)，讓政治和暴力糾纏的

曖昧關係在其中持續發酵。 

巴里巴爾引述格林再問的課題──「作為一道邊界」(being a 

border)，同時檢視歐盟的困境，究竟成員國之間的分歧或共識，能

否讓這個經濟上的共同體進一步發生政治聯合的想像？這個問題

仍待時間考驗。事實上，個體透過主動或被動的移置，對諸如地理

環境、國家民族、社會階層、文化風俗等不同形式的邊界進行試探，

也讓邊界的功能和意義被反覆提煉。一如洛特曼的分析，由於分界

的雙重性，讓外緣的「異他」驅策界內同質的「我們」採取行動因

應。邊界的所在是一方的盡頭，卻也可能是另一方的開始。而巴里

巴爾的觀察則指出，歐洲國家對於邊界的構築和想像，在很大的程

度上，仍著眼於全球化的趨勢及其所影響的日常生活，並依照涉及

層面的多寡及問題的深淺，拿捏彼此之間那條界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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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究竟是劃定了盡頭，還是指引出另一個開始？對於湧向

歐盟的難民，似乎兩者皆然。希望或失望，一線之隔。巴里巴爾從

歐洲公民 (European citizenship) 在未來歐盟憲法中能否被客觀法

定的探問中，梳理邊界的問題。肇因於局勢的發展，歐盟及其公民

這兩種觀念和主張，彼此間存在著複雜的政治思想關係。從政體的

脈絡解析，歐盟是既統一又包含多樣的、互斥又相近、包容又排除、

本體的認同之外又接納各種不定變換的組織型態。巴里巴爾認為這

些同時存在的矛盾與兩極現象，無論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或是成員

對於共同體各種不同的想像之中，都反映出一種緊張的態勢；在個

人的見解與解構共同體的兩種想法之間，也能看出認同與去認同兩

種主張所衍生的對立。邊界，在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分崩離析、歐

盟成立等歷史關鍵上的轉變或者不變，暗示了其被詮釋、劃定的參

照；它擺脫不了各國的政治較勁與算計，也與日漸突顯的全球化趨

勢密不可分。巴里巴爾指出，邊界是整個世界是否失序的一種投射；

而全球化則抱著一種企圖，對當下相對穩定、且無論其本質及形式

為何的各種界線，發動一項有力的改變 (Balibar, 1997/2002: xi)。

而移動的人口做為被關注的對象，其法定的身分經常處於不確定的

狀態。越界之前他們所在的屬地 (母國)，是其將要背離的地方；而

越界之後他們所要前往的異地 (他國)，則是尚待探索的新境。正如

洛特曼在符號學裡探討分界的被動性與積極性，對於越界的人們而

言，這種在新舊的場域都沒能確定的歸屬，是困境，也是轉機。 

事實上，當我們談及歐洲的邊界問題，不應忽略相鄰的俄羅斯

在此問題上的態度與思維。而帝俄晚期的時間點，則是不同型態的

帝國與民族國家此消彼長的年代。相較於帝俄當局採取類似「定居

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的方式，導致大規模的移民和遷

徙；今日所謂歐盟的核心 (core) 國家對於歐洲外圍 (outer)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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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歐洲化」(Europeanized) 的要求，做為檢視其是否達到候選

國標準的手段，也讓人嗅出「內部殖民」的氛圍。特別是對巴爾幹

半島上的國家，包括科索沃、阿爾巴尼亞及前南斯拉夫所屬的這片

區域而言，儘管該區的歷史導致各國的命運多舛，但這項由歐洲中

心向外圍國家次分等級的做法，仍潛在一種視該國尚未達標的貶抑

心態。而洛特曼、別爾嘉耶夫與巴里巴爾對於邊界的思考及探問，

儘管彼此的年代存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差異，但三位學者對於邊界那

條線所劃分的內外，不論是在二十世紀初的歐陸政治，或是二十一

世紀的全球局勢，內 (insides) 和外 (outsides) 都在各自的結構中

展現不同於以往的動能，並嘗試跨界對話。 

常言道，文明與野蠻一牆之隔。這種以牆劃分內、外的方式，

經常是邊界的主要功能。然而，邊界不只是一道牆或鐵絲網；若只

將邊界當成隔離的分線，僅理解其作為一項區分彼此的媒介，則忽

視了它的積極性，亦即邊界同時也具備連接相異各方的特性。邊界

隨著不同的時間和地域增補自身的意義與功能，除了排斥和收納的

屬性之外，還伴著局勢不斷演化其社會包容的適性，從而讓越界不

僅是從現狀的出走，也是邁入新天地的起點。 

伍、結語：思索越界 

戰爭、流放、拓邊──是俄國境內常見的遷徙動機，成因擴及

軍事、政治和貿易。而政治犯、流浪漢、孤兒及少數民族，則是俄

羅斯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政權試探邊界的先行者。俄羅斯聯邦是

目前擁有最大領土的主權國家，其疆域占全球九分之一的陸地面

積，並擁有最長的邊界。報載，俄羅斯總統普京 (Vladimir V. Putin) 

於 2016 年簽署一項法案，明示只要俄羅斯公民願意移居遠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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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不花分文在堪察加半島、遠東濱海邊疆區、哈巴羅夫斯克、阿

莫爾、馬加丹州、薩哈林州、薩哈共和國或楚科奇自治區等地，獲

得最多 1 公頃的土地。並且，公民只要在 5 年內有效利用這塊土

地，政府除了給予免稅的優惠，期滿後還能直接獲得該土地的所有

權 (王麗娟，2016)。俄羅斯聯邦政府希望透過人口移居計畫，在自

然資源豐富卻人口稀少的遠東地區，活絡土地和資源，充分利用這

片 (界內) 荒地，才能夠與 (界外) 另一頭的中國大陸東北地區相互

競爭，保持優勢。回顧俄羅斯的歷史，「到邊疆去」的口號，透過

執政當局推動並提供各項優惠利多，除了期待邊陲之地的景況由低

谷走向頂峰，也體現出分界的雙重性、積極性，讓分界的兩端因為

這條分線，持續良性的競爭與互動。 

戰爭、殖民、新的通訊模式和運輸系統、地緣政治的角力、經

濟發展等重大的歷史關鍵，皆為各國提供重新繪製世界圖像的契

機。而這些被劃定的新空間，也經常成為騷動整合、局部滲透或者

政治、文化與社會試圖動員的地點 (sites)。在日常的生活中，邊界

是不可迴避的問題。每當我們出行，地鐵、機場、行政機關等場所

裡的安檢，是一道有形的「界」，查驗進出人員的身分與資格，以

判別其權利和義務。邊界的功能維持著區域的穩定，也規範著所有

人的行為。 

疆界，是一個主權國家在鞏固其政治、經濟版圖的過程中，必

須借之以重新定位國家與個人、核心與外緣彼此關係的說詞和腳

本。當前，歐洲的難民潮、各國在機場海關的安檢、以巴之間屯墾

區的地域劃分、美墨邊界上走私及偷渡的問題、日俄在北方四島歸

屬上的爭辯等情勢，無不涉及邊界的意義與劃定。相較於前述這些

可能引發衝突或戰事的越界爭議，其它諸如疾病、跨境污染、生態

平衡破壞、基改食物的供銷模式、網路犯罪、極端思想的宣傳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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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邊界阻隔的「異質」，皆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傳統邊界的局限，

思考除了防堵之外的其它手段，在無法充分管控的劣勢下，透過檢

視各方在邊界上的競合，摸索詮釋邊界話語的底線，以尋求妥善的

解決之道。本文回顧帝俄邊界的現實及其之於哲學思想的啟發，探

討越界之難與必然，並期望彼此尊重和相互理解能成為任何一項跨

界鴻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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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vast land of Russia, the scale of internal migration is quite 

demanding. Through his analysis of the boundary in semiosphere, Y. 
M. Lotman discovered the awareness and practice of differentiation a 
man senses within and / or outside the space comprised of languages 
and forces. In Russia, the idea of borders, or boundaries,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 political regime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É. 
Balibar, the end of the Soviet and Eastern bloc indicated a timing for 
the (re)arrangement of the borders and territorie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over borders formulated by, or resulting from, expedition, resettle-
ment and exil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If my intension of building up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alibar and Lotman is possible, their views on the 
question of border / boundary may hint that the purpose of such lines 
is (un)necessary as we move into a world of a boundless culture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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