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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論  
一燈照青史 
一紙畫中原 

劍客俠女成了我們 
嚮往是風簫簫裏的馬蹄 
躂躂的奔向北方的城門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基本上，中國2自歷代以來，就形成了一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國

家。中國的歷代政權，在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裡，除了要治理腹地中原與多

數的漢民族外，還必須管轄廣袤的邊疆3地區以及為數眾多的邊疆民族。因此，

如何有效治理邊疆以及邊疆民族的問題，就成為歷代政權的統治政策中，一個重

要的課題。此外，更由於近代以來，中國直接遭受帝國主義列強勢力的入侵，而

邊疆地區，也因為對外交涉與國家衰弱的關係，割地喪權者多，因此，邊疆史研

究便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課題之一，邊政就成為內政、外交與社會問題的重要

部分。如何有效保持對邊疆地區的控制，就不可忽視對邊疆的研究。 

    中國北方的游牧民族，從秦朝時期開始，就經常成為中原政權難以處理的邊

疆民族問題。崛起於十三世紀的蒙古（Monggo）4，在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領導

下，蒙古民族以其英武雄偉之姿，鐵騎所到之處，無不望風披靡，所向無敵，建

立了歷史上震古鑠今的大汗國。此後，蒙古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勢力，儘管為明朝

所驅逐出去，但對明朝的威脅，卻始終不斷。直到清朝興起後，才逐漸成為安定

中國北方邊疆的民族力量5。因此，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重要的邊疆民族，自然有

                                                 
1 方娥真著，〈上樓〉，收錄於神州詩社編，《高山流水‧知音》（台北：故鄉文化出版社，1977），
頁 93。 
2 中國做為國家名稱，在西方國家未來之前，是歷代中國政權的通稱，各朝代另有表明其一家一

姓“社稷＂、“天下＂的朝代國號。西方國家勢力侵入中國以後，中國的主權受到了侵略，因此

才形成主權國家的稱謂。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999），頁 235—236。 
3 所謂的「邊疆」，是指一個國家比較邊遠的靠近國境的地區或地帶。就中國來說，邊疆既有地

理概念—陸疆與海疆，也包含歷史概念—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而逐漸成形和固定下

來的。因此，中國的邊疆基本包括四種意涵：首先，政治意涵。由國家政權的統治中心區到域外

的過渡區域，即是由治到不治過渡的特定區域。其次，軍事意涵。邊疆地區是國家的國防前沿，

即是邊防地區。第三，經濟意涵。由於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條件等方面的原因，邊疆地區的經

濟發展型態與內地有著較大的差異。第四，文化意涵。由於上述的因素與內地有著較大的區別，

因此，在區域文化上主要突顯出少數民族的色彩。馬大正著，《中國邊疆研究論稿》（哈爾濱：黑

龍江教育出版社，2002），頁 1—5。 
4 此為滿語發音。安雙城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遼寧民族出版社，1993），頁 766。關於
蒙古族的淵源，各家說法不一，據劉義棠指出，以「室韋說」、「韃靼說」、「室韋﹑達靼混合種說」、

「匈奴種說」與「突厥種說」等說法，較為可信。劉義棠著，《中國邊疆民族史》（台北：台灣中

華書局，1982），下冊，頁 496—501。 
5 康熙說：「柔遠能邇之道，漢人全不理會。本朝不設邊防，賴有蒙古部落為之屏藩耳。」《康熙

起居注冊》（北京：中華書局，1984），第三冊，頁 2465，康熙五十六年十一月二十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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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的必要。 
    以女真人為主體而形成的滿族（Manju），在蕩平察哈爾（Cahar），收服漠南
蒙古諸部，建立清朝（1636）後6，入主中原而君臨天下。而後經康熙（Elhe  
taifin）、雍正（Hūwaliyasun  tob）、乾隆（Abkai  wehiyehe）三朝，使漠北（喀

爾喀）與漠西（厄魯特或衛拉特）等蒙古相繼內附。不但開啟清朝兩百多年的基

業，也基本繼承歷代中國各民族的生息區域，奠定日後中國疆域的基礎。清朝能

夠一舉解決歷代中原政權的心腹之患，而成功的統治蒙古，其統治政策必定有高

明可取之處。 
    長期以來，探討清朝統治蒙古政策的研究成果頗多，就實施的內容上來說，

有的學者將之歸納為「保護政策」7；有的學者將之區分成盟旗制度、封爵、宗

教、互婚、懷柔與隔離等政策8；有的學者雖然提出了羈縻與封禁政策，但卻不

加區分的，將清朝在蒙古地區所建立的行政體系也列入統治政策中的一環9。有

的學者則是直接分析清朝統治蒙古政策的用意與目的10。有的學者雖然直接針對

封禁政策做探討，並提出精闢的見解，但僅止於基本利用《清實錄》、《大清會典

事例》等官書典籍，而清朝對蒙古所一貫實施民族隔離政策的探討，也僅及於蒙

古與蒙古、蒙古與漢族、蒙古與藏族11。因此，本文擬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大補

充。 
    政策，是一個國家在一定的歷史時期，為實現某一特定的目標、任務而制定

的行動準則。在不同的歷史時期，由於邊疆民族的格局不同、族群關係不同、政

策制定者的利害關係不同以及認識水平的不同，都會形成不同性質、不同種類與

不同特徵的邊疆政策。從歷史上來看，歷代統治者都會根據自身的利益和當時的

形勢來制定邊疆政策，而邊疆政策的成敗得失，又都直接影響著當時朝代的興

亡。本文探討清朝統治蒙古的封禁隔離政策，除了多方面了解清朝的統治措施

外，探討蒙古封禁隔離政策的目的，也在體認一項政策的實施，除了顧及統治者

的利益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外，對於後代的作用，例如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向

心力等等，影響著實深遠12。因此，對於封禁隔離政策的研究，其實也可以豐富

多元民族融合政策的討論空間，以作為比較的基準。 

                                                 
6 清朝的興起，有個逐步的過程。在關外時期，從建州女真到建立滿洲民族共同體，而後融合滿、

蒙、漢等民族在內，形成可以與明朝相抗衡的“清朝勢力＂。李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瀋

陽：遼寧民族出版社，1991），第一卷，頁 7—9。 
7 （日）田村實造著，宋念慈譯，〈清朝統治蒙古政策〉，《中國邊政》（台北：中國邊政協會，1974
年 3、6、9月），第 45期，頁 20—29；第 46期，頁 27—33；第 47期，頁 23—28。 
8 何耀彰著，《滿清治蒙政策之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1978），頁 5。 
9 盧明輝著，《清代蒙古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頁 59—107。 
10 （日）柏原孝九、濱田純一著，〈清朝對蒙政策之研究〉，《中國邊政》（台北：中國邊政協會，

1968 年 10月），第 23期，頁 16—20。 
11 羅運治著，〈清代對蒙古地區的封禁政策〉，收錄於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專題論文集》（台

北縣新店：國史館，2002），頁 851—886。 
12 本文研究的基礎，從民國初年外蒙古的實際獨立上溯。外蒙古的獨立，除了主要受到帝國主

義列強勢力的侵入外，清末時期所推行移民實邊與新政的失誤，是其中的導火線。封禁隔離政策

既然實施在前，相對的，對於後來所推行的移民實邊與新政，一定有其時代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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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義與研究範圍 

    「封禁」一詞，見於雍正元年（1723）發佈的一道命令：「現在各處之礦，

皆令封禁。雅圖溝等處鉛礦，一例禁止開採。」13由此來說，所謂的封禁，主要

是對於土地的利用開發加以禁制。但封禁又有禁止交通往來的意思。道光（Doro  
eldengge）十三年（1833）奏准：「此路前經奏明封禁，俟官兵經過後，仍行封
禁。」14因此，基本上來說，封禁主要是針對地域，不管是土地的開發利用，或

是道路的行走往來，都一律加以禁制，而對封禁完整的解釋應該是對地域的封閉

或禁止。在「隔離」一詞的定義上，是指人與人之間往來互動的隔絕。雖然在清

朝的官書典籍中，並沒有隔離的名詞，但是，從清廷的某些規定上，可以看出隔

離的實際作為，例如：「不准蒙古越界游牧」15、「不得越旗畋獵」16等等。這些

作法，說明了清廷對蒙古所採取的隔離防範措施。 
    由於清朝是由滿族這個邊疆民族所建立，因此，當入主中原後，不可避免的，

在多民族統一國家內，各民族自然會多所交流。清廷一方面為了有效統治蒙古以

及不使過多的漢民移居蒙古地區，與蒙古人有更多的接觸，而基本施行民族隔離

的作法；另方面則為了維持蒙古游牧的生態，因而對於蒙古地區的開發與利用，

基本上則採取了封禁的作為。事實上，換個角度來說，是「寓隔離於封禁之中」

的意思。 
蒙古族，在清朝時期被清廷分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漠北蒙古與漠西蒙古。

在努爾哈齊（Nurgaci）崛起的時候，漠南蒙古地區主要有：察哈爾、喀爾喀(Kalka)
五部、阿嚕(Aru)蒙古、嫩科爾沁(Non  korcin)、喀喇沁（Karacin）、土默特(Tumet)
以及鄂爾多斯(Ordos)等蒙古部落。漠北蒙古，也稱喀爾喀蒙古，有土謝圖汗

(Tusiyetu  han)、車臣汗(Cecen  han)與扎薩克圖汗(Jasaketu  han)等三部。漠西
蒙古，又稱衛拉特(Ūlet)蒙古，有四部，習稱「四衛拉特」。舊有的四部是和碩特

(Hošot)、準噶爾(Jungar)、杜爾伯特(Durbet)與土爾扈特(Turgūt)，後來輝特(Hoit)
取代土爾扈特成為四衛拉特之一。 
本文的研究範圍，就蒙古民族來說，包括上述的各蒙古部落；就時間上來說，

以努爾哈齊與蒙古的接觸為起點。雖然清朝對蒙古所實施的封禁隔離政策，直到

清末才廢除，但就時代的演變上來講，道光朝以後實際上並無法封禁蒙古地區以

隔離蒙、漢接觸。因此，就封禁隔離政策的實施情形來說，基本只探討到乾隆、

                                                 
13 昆岡等撰，《大清會典理藩院事例》（北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卷 993，〈禁令‧內蒙古

部落禁令〉，頁 2。 
14 《大清會典理藩院事例》，卷 981，〈兵制‧戍防〉，頁 7。 
15 國初定：「外藩蒙古越境游牧者，王罰馬十匹，札薩克、貝勒、貝子、公七匹，台吉五匹，庶

人罰牛一頭」；「越自己所分地界肆行游牧者，王罰馬百匹，札薩克、貝勒、貝子、公七十匹，台

吉五十匹，庶人犯者，本身及家產皆罰取，賞給見證人」。《大清會典理藩院事例》，卷 979，〈耕
牧‧牧地〉，頁 12。互見佚名撰，《蒙古律例》（台北：廣文書局，1972），卷 5，〈邊境卡哨‧他

王侵入人各所分地界〉，頁 41。 
16 康熙元年（1662）題准：「各部蒙古不得越旗畋獵。」《大清會典理藩院事例》，卷 979，〈耕牧‧

牧地〉，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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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Saicungga  engšen）時期。 

三﹑研究成果回顧 

    關於蒙古封禁隔離政策相關研究，一般學者通常以封禁政策或隔離政策的角

度切入詮釋，不過如前文所定義的，封禁與隔離基本是一體兩面，因此，也將之

視為對封禁隔離政策的研究。 
馬汝珩就清朝所實施的內容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人口的封禁、地域的封

禁與資源的封禁。人口的封禁包括：1﹑不准內地農民私入蒙地墾種。2﹑不准內

地商人隨意到蒙古地區經商貿易。3﹑不准內地民人攜眷進入蒙古地區，不得在

蒙地蓋屋造房，不得定居、娶蒙古婦女為妻、娶蒙古名字、入蒙古籍。4﹑不准

蒙古人隨意往來內地。5﹑不准蒙古人拐賣、容留、和招致內地農民。6﹑不准蒙

古各旗互相買賣及餽送屬下人丁，嚴禁互留逃人。7﹑不准各旗蒙古人私行往來，

私行聯姻和貿易。8﹑嚴禁隱匿盜賊。地域的封禁包括：1﹑嚴禁私墾牧地。2﹑
嚴禁各旗越界游牧、畋獵。3﹑嚴禁在牧地放火。4﹑蒙古與俄國之間不得隨意貿

易，須按照清廷規定，進行交易。資源的封禁包括：1﹑嚴禁私自採伐樹木。2﹑
封禁各處礦藏，禁止私自開採。3﹑除日常生活所用金屬器皿外，嚴禁把軍器和

其他鐵器、金屬攜入蒙古。從上述的分析中，認為人口的封禁是封禁政策的主要

部分，而政策的核心，主要是嚴禁內地農民流入蒙地私墾與開發17。雖然馬汝珩

的分析相當獨到，不過並沒有就清朝的實施過程做深入的剖析。 
羅運治則認為，蒙古封禁隔離政策的內涵，主要是嚴防蒙古各部、旗之間以

及蒙漢、蒙藏的各種交通往來。而依內容層次可分為三大部分：1﹑在蒙古各旗
之間的封禁—嚴禁各旗越界游牧、畋獵及互相買賣、餽送人丁，也嚴禁各旗王公

隱丁及互留逃人。2﹑在蒙古各部之間的封禁—禁止漠南蒙古向喀爾喀、厄魯特

蒙古出售軍械、互相聯姻和貿易往來，私自容留逃人以及限制各部間僧眾的往

來。3﹑在蒙古族與漢、藏兩族之間的封禁：（1）在蒙漢之間：不准蒙古人隨意

往來漢族地區、私自在內地採買兵器、拐賣容留和招致漢人及接受漢文化。也不

准漢人隨意到蒙古地區經商貿易、私入蒙地墾種以及嚴禁蒙漢通婚雜居。（2）在
蒙藏之間：初期借藏以化蒙，而後挾蒙以制藏，嚴密注意、限制蒙藏二族的聯繫

往來18。羅文雖然提出精闢的見解，不過在資料的利用上，並沒有使用原始檔案。

本文將參酌上述兩位學者所提出的分析與見解，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充。 
一般來說，諸多學者都同意，對於清朝所實施的蒙古封禁隔離政策，主要是

為了嚴防蒙古族的聯合。但對於是否為了要保護蒙古純樸勇武的游牧文化19，或

只是基於民族隔離的立場而來實施蒙漢隔離20，更或只是避免引起因農、牧爭地

                                                 
17 馬汝珩著，《清代西部歷史論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120—121。 
18 羅運治著，〈清代對蒙古地區的封禁政策〉，《中華民國史專題論文集》，頁 851。 
19 主張這種看法的有何耀彰，日人柏原孝九、濱田純一。何耀彰著，《滿清治蒙政策之研究》，
頁 144。（日）柏原孝九、濱田純一著，〈清朝對蒙政策之研究〉，《中國邊政》，第 23期，頁 19。 
20 主張這種看法的有周清澍、盧明輝、日人田村實造。周清澍著，〈試論清代內蒙古農業的發展〉，

收錄於作者著，《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頁 198。盧明輝著，《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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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致的蒙漢民族衝突21，則各有不同的見解。因此，本文將試圖從過程發展中，

盡力提出解釋。 

四﹑資料與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資料，以檔案史料為主，輔以各類官書典籍。台北故宮博物院

和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簡稱“一史館＂）典藏各種檔案，提供豐富的研究

資料，其中有《宮中檔硃批奏摺》、《軍機處檔‧月摺包》。《軍機處檔‧月摺包》

是《宮中檔硃批奏摺》的存查抄件，以及未奉硃批的廷臣原摺，一史館則統稱為

《軍機處錄副奏摺》，分滿漢文兩種。另外，還利用已出版的各種滿漢文檔案（詳

見徵引書目），例如《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譯編》22，對於伊犁地

區察哈爾、厄魯特等內屬蒙古旗的由來，從中可以得到更深入的了解。此外，還

要介紹的是，一史館所編的《清代邊疆滿文檔案目錄》23，是很好利用的參考書

籍，從中可以基本了解有哪些史料可以使用， 
    在研究方法上，透過檔案資料的運用探討，從而比較分析，以了解清朝政策

形成的原因、其中變化以及內容與實施目的。結論部分，則會透過「政策分析」

的方式來說明清朝蒙古封禁隔離政策的歷程有何特殊之處。一般來說，政策分析

過程中通常採用四種不同的方法，主要有：1﹑描述法：對政策的過往因果情形
進行了解。2﹑預測法：對政策未來可能帶的影響加以掌握。3﹑評估法：對過去
及將來政策的價值加以分析。4﹑建議：針對可能帶來良好效果的政策提出建議。

政策分析又包括了政策的形成和執行兩部份。在分析過程中，則必須收集與政策

主題有關的資訊，包括：政策問題、政策可行方案、政策行動、政策結果和政策

偏好，以表明政策的主張與立場以及支持該立場的論點和依據。對於政策執行部

分，涉及機構、人員、立法等行政和政治層面問題，運作過程中或受制於各種爭

論，而爭論多緣起於權威、直覺、方法、因果、動機、倫理等考量24。 

五﹑論文結構 

    本文主要針對蒙古封禁隔離政策的形成、實施經過及其內容為核心，主要原

因在於清朝逐步統一蒙古的歷程中，清朝中國的疆域也在不斷擴大，直到乾隆平

定蒙古準噶爾部時達到顛峰。因此，從努爾哈齊與科爾沁等蒙古開始接觸的過程

中，清朝統治者逐步形成統治的方針，由此指導方針而形成具體的政策。此外，

在清朝限制蒙古與其他民族的交流過程中，由於在清朝前期（順、康、雍）已經

基本完成，因此，有些行政建制，例如對居住在蒙古地區的漢民，所實施內地的

                                                                                                                                            
蒙古史》，頁 91。（日）田村實造著，宋念慈譯，〈清朝統治蒙古政策〉，《中國邊政》，第 47期，
頁 23—28。 
21 成崇德著，《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邊疆民族卷》（瀋陽：遼海出版社，1999），頁 221—227。 
2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等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譯編》（北京：全國圖書館文

獻縮為複製中心，1994）。 
2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清代邊疆滿文檔案目錄》（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24 參見陳小紅著，〈政策分析理念和方法與邊疆政策研究之初探〉，收錄於林恩顯主編，《中國邊

疆研究理論與方法》（台北：渤海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頁 641—647﹑67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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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縣制度，由於有其沿革，將直接放在清朝前期中一併敘述。而乾隆時期在平定

準噶爾後，乘勢規取回疆後所實施蒙回分治的伯克制度，以及改變哲布尊丹巴呼

圖克圖的轉世系統，由於已是另外的研究課題，因此在內文中不再加以描述。再

者，由於清朝的國語是滿語，因此，文章中所出現的拉丁化譯音，除個別一、二

名詞另外註解外，基本採用滿語音譯。 
本文除緒論、結論外，共分五章： 
第一章〈清朝的治邊思想與治蒙政策〉。本章重點在了解清朝統治者的基本

政策指導方針。而治蒙政策部分，由於相關的論述頗多，重點在於釐清封禁隔離

政策的概念。 
    第二章〈關外時期蒙古的封禁隔離措施〉。本章重點在於首先了解滿洲與蒙

古當時的關係。其次，從努爾哈齊崛起與明朝以及察哈爾林丹汗爭雄天下的過程

中，清朝（金）的統治者逐步實施在蒙古與蒙古之間以及蒙古與明朝之間的隔離

內容。同時，為了有效統治漠南蒙古，產生了盟旗制度。 
    第三章〈清朝前期蒙古封禁隔離政策的形成和發展〉。本章的重點在於首先

了解清朝入主中原後周邊蒙古的形勢。此後，清廷為了有效鞏固中原的統治以及

穩定漠南蒙古的情勢，並尋求統一漠北蒙古以及遏止漠西蒙古的侵擾，因而形成

封禁隔離政策。清朝對蒙古所實施的民族隔離政策，可以分為內外兩個層次：對

內來說，是隔離各部蒙古的聯合；對外來說，是阻絕與其他民族的深層接觸。清

廷一方面對已歸附的喀爾喀、青海厄魯特蒙古繼續實施盟旗制度，從靜態方面，

將蒙古固定在既定的範圍裡；另方面則嚴格限制蒙古各旗、各部的私自交往，從

動態方面，切斷蒙古與蒙古的交通聯繫管道。而對於蒙古與其他民族的隔離方

面，主要在嚴防蒙古與漢、藏兩族的交往，另外也切斷哈密、土魯番與準噶爾的

相互隸屬關係，而達到蒙、回隔離的目的。此外，蒙古地區的墾禁、礦禁政策，

基本附著於民族隔離政策的一環，因此，在這個時期可以禁，另個時期不能禁；

這個地區可以禁，另個地區不能禁。就墾禁或礦禁政策來說，清廷是相當具有彈

性的。 
    第四章〈清朝中期蒙古封禁隔離政策的調整與變化〉。本章主要重點在於清

朝嚴防準噶爾所採取的民族隔離手段。另方面，由於此時已經有大量漢民定居在

蒙古地區（主要是漠南蒙古），因此，清廷採取嚴格封禁蒙古地區的作法，禁止

漢民增居墾種。由於呈現禁而不止的情形，將採個案討論的方式，以了解清廷當

時的查禁作為以及引起的一些實際現象。 
    第五章〈蒙古封禁隔離政策的弛廢與檢討〉。本章主要說明蒙古封禁隔離政

策，到清朝後期時基本無法落實的原因。其次，則是對於蒙古藩部的行政體系—

外藩蒙古與內屬蒙古的差別比較。最後，討論蒙古封禁隔離政策的利弊與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