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滿蒙一體：清朝入關及滿洲政治文化的基礎  

 第一節 滿蒙聯姻 

一、北亞民族的姻盟傳統  

滿洲與蒙古的聯姻活動是兩民族關係最顯著的特徵，這是愛新覺羅家

族與蒙古王公貴族之間的姻盟結親關係。1和親是漢民族王朝與周邊民族的

互動形式之一，漢代著名的王昭君和親成為流傳久遠的故事，這種和親交

鄰的作法，也為北魏鮮卑拓拔氏所仿效，將公主下嫁於鄰國；唐朝文成公

主遠嫁吐蕃王國，使兩國關係穩定化，文化交流尤有成就。隋唐時代的突

厥汗國也廣泛利用政治聯姻和中原王朝和西域屬國之間緊密聯繫，其成效

遠超過漢民族的「和親」，這或許是因為部族之間的互婚本普遍存在的形

式，此形式之擴大即成為王朝之間、汗國之間的政治聯姻。聯姻活動反映

內陸亞洲、北亞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網絡，突厥民族與蒙古民族有著相似的

聯姻傳統。  

明代女真與蒙古互動密切，即使到了明代後期，蒙古文化仍較為先

進，影響滿洲尤多，滿洲與蒙古在思想觀念及婚姻習俗的相近，即是滿蒙

聯姻活動不可或缺的條件。蒙古方面亦是如此，蒙古各部之間聯姻、結盟，

或者與滿洲統治者的聯姻形式也擴張自身利益。即便在清朝建立後，漠北

蒙古喀爾喀、漠西蒙古厄魯特各部之間亦保特有聯姻結盟的傳統，其勢力

與動態亦為清朝所關注。 2 

透過聯姻締結盟友，擴大自身勢力的現象常有，但複雜程度如同清朝

入關前滿洲統治者所主導的聯姻政治，卻十分罕見。滿洲勢力的擴張及清

                                                 
1 關於滿蒙聯姻的討論範圍以及定義，請參考杜家驥，《清朝滿蒙聯姻研究》（北京：人民出版社，

2003），頁 7-8。杜家驥先生認為：滿蒙聯姻的範圍於滿洲皇族與蒙古各部領主博爾濟吉特氏、

烏梁海氏、綽羅斯氏之間的結姻；而天聰年間皇太極與諸貝勒納察哈爾部林丹汗之遺孀，不

應算做滿洲與察哈爾蒙古的聯姻，而是滿洲與這些遺孀原屬部族的聯姻。 
2 厄魯特、喀爾喀土謝圖汗部之間的聯姻，以及與阿拉善部的關係，參見（清）張穆著，張正明

等點校，《蒙古游牧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卷 11，頁 264-265，〈阿拉善額魯特

蒙古游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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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勢力的形成可以說是滿蒙聯姻的成果。  

二、努爾哈齊時代的聯姻  

在努爾哈齊建國以前，即建州女真、海西女真等部時常遷居各地時，

他們便和漢人和朝鮮人有通婚情況。這時的女真必須通過與明、朝鮮的聯

姻以圖自保，明朝與朝鮮也願以此做為拉攏、控制女真的手段。 3隨著努爾

哈齊統一女真諸部的過程，征戰也伴隨著聯姻，除了於萬曆五年（ 1577）

初婚的佟佳氏，其餘十三個妻妾有十二名和其領導事業有關，包括二名蒙

古后妃。在萬曆十一年起兵至十六年（ 1583-1588），努爾哈齊基本上統一

建州女真，自萬曆二十五年（ 1597）海西女真與努爾哈齊結以姻盟至四十

四年（ 1616）建立金國政權，其間經過了萬曆二十一年（ 1593）努爾哈齊

戰勝了海西女真與科爾沁、錫伯等九部聯軍之後，努爾哈齊的聲勢已不限

於各部女真，聯姻對象也擴及蒙古。萬曆四十年（ 1612）正月，努爾哈齊

娶入科爾沁蒙古貝勒明安之女，這是滿蒙聯姻的序幕，努爾哈齊之子褚

英、皇太極、莽古爾泰、德格類分別娶科爾沁、扎魯特蒙古貝勒之女。萬

曆四十三年（ 1615），努爾哈齊再娶科爾沁郡王孔果爾之女，她活到康熙

四年（ 1665），被尊為壽康太妃。 4 

明代後期女真與蒙古各部之間的聯姻形成複雜的政治權力的網絡。海

西女真四部於萬曆二十五年（ 1597）與建州女真達成婚盟，葉赫部布揚古

之妹指婚於努爾哈齊，由於兩部關係持續緊張，此女一直留於葉赫，遲不

完婚，形成「葉赫老女」問題。此女後來又被許配於同為海西女真之一的

烏拉部首領，但還是不了了之，更引起明朝的介入，明朝以為先留此女，

勿使建州與內喀爾喀失望，此女最後因解決是萬曆四十三年（ 1615），努

爾哈齊娶進科爾沁蒙古孔果爾之女為妃，葉赫部才送女改嫁給內喀爾喀。

次年（ 1616），努爾哈齊建國號金，正式與明朝決裂，因葉赫部反復無常，

尤其明朝廷的介入，成為「七大恨」之一，各部聯姻與政權興亡的密切關

係亦由此可見。 5 

天命二年（ 1617），將其弟舒爾哈齊之女嫁給蒙古內喀爾喀貝勒恩格

                                                 
3 定宜庄，《滿族的婦女生活與婚姻制度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286-288。 
4 萬依、王樹卿、劉潞著，《清代宮廷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 8-13。 
5 萬依、王樹卿、劉潞著，《清代宮廷史》，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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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做為額駙，恩格德爾又於天命九年（ 1624）正式歸附，後被編入八

旗，歸附金國的蒙古諸部貝勒增多。天命七年（ 1622）四月，與歸附已編

旗諸蒙古貝勒互結親家。在努爾哈齊家族所納八名額駙中，有七名被編入

八旗。 6 

天命四年（ 1619）八月，征滅葉赫，「滿洲國自東海至遼邊，北自蒙

古嫩江，南至朝鮮鴨綠江，同一音語者俱征服，是年諸部始合為一。」 7努

爾哈齊同年十月，與內喀爾喀五部會盟時，即發表言論，表示明朝與朝鮮

語言雖異，而髮式、衣飾皆同，兩國算為一國，而蒙古與我滿洲語言亦各

異，而衣飾、各項生活習俗皆同如一國。 8海西女真葉赫部也懼於建州女真

的勢力，聯姻蒙古與之相抗，乃嫁女於內喀爾喀、察哈爾等部。 9 

天命十年（ 1625），察哈爾糾合內喀爾喀發兵入侵科爾沁部，努爾哈

齊即派兵為科爾沁部化除危機，次年五月，科爾沁部奧巴來朝乞婚，努爾

哈齊家族第一次嫁女於科爾沁蒙古，乃將從子（舒爾哈齊子）圖倫之女肫

哲公主，嫁給科爾沁台吉奧巴。 10 

三、皇太極時代的聯姻  

雖然努爾哈齊已開始與科爾沁蒙古結為姻親，但是天命年間的滿蒙友

好關係並不穩固。天聰二年（ 1627）十二月，皇太極痛責科爾沁部土謝圖

額駙奧巴，背盟忘信，歷次與滿洲為敵。因此，努爾哈齊欲借通婚結親以

鞏固軍事同盟關係的嘗試，並未收到預期成效。但是，科爾沁部是漠南蒙

古的強部之一，對敖漢、奈曼、巴林等部可以產生較大影響，皇太極欲「得

                                                 
6 定宜庄，《滿族的婦女生活與婚姻制度研究》，頁 291-292。 
7 《清太祖武皇帝實錄》，收入《故宮圖書季刊》，1：1（臺北，1970），卷 3，頁 22。 
8 《滿文老檔》（東京：東洋文庫，1955），冊 1，太祖 1，天命四年十月，頁 192。相關言論也

於皇太極所使用，天聰五年八月壬子，滿蒙聯軍進兵大凌河城時，為了向城內蒙古兵招降，

皇太極命人寫繫於箭，射入城內，書內有言：「我滿洲與爾蒙古原係一國，明人則異國也，爾

等為異國如此效死，予甚惜之」。參見齊木德道爾吉、巴根那編，《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

蒙古史史料抄－乾隆本康熙本比較》（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頁 182-188。 
9 戴逸、李文海主編，《清通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冊 1，前編，卷 8，清太祖天
命四年，頁 173。 

10 杜家驥，《清朝滿蒙聯姻研究》，頁 7。察哈爾侵入科爾沁以及奧巴求援於滿洲之事，參見《清

太祖武皇帝實錄》，卷 4，頁 19-13，27-30；包文漢、奇‧朝克圖主編，《蒙古回部王公表傳》

（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第一輯，卷 17，〈土謝圖汗奧巴列傳〉，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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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得國」，仍需加強與科爾沁部的聯姻關係， 11其結果科爾沁部與皇室的

聯姻不斷，不論入關前後，均為其他蒙古聯姻部落所不能相比。 12 

滿洲以武力將科爾沁、內喀爾喀納入滿洲自己的勢力範圍之後，察哈

爾部最東邊宗支部落，敖漢、奈曼於天聰元年（ 1627）六月由於害怕為察

哈爾林丹汗兼併，於是投靠滿洲，改變了滿洲對明朝和察哈爾的戰略措

施。尤其兩部王公均與滿洲聯姻，成為額駙，從征服察哈爾諸部到東北瓦

爾喀、虎爾哈、索倫等，繼而出征朝鮮、明朝等歷次戰役，敖漢、奈曼為

首的蒙古兵成為重要軍事力量。 13 

皇太極即位前娶入蒙古婦女二名，即位後天聰年間娶入七名，涵蓋了

包括科爾沁、扎魯特、阿霸垓、察哈爾諸部，並於天聰七年至崇德八年

（ 1633-1643）間，嫁女八次於敖漢、科爾沁、察哈爾、扎魯特、喀爾喀諸

部蒙古。 14 

皇太極改國號大清，崇德元年（ 1636），同時也七月初十日，在盛京

崇政殿舉行冊立五位蒙古后妃大典。「崇德五宮」包括三位娶自科爾沁部

的后妃，以及二位原為察哈爾林丹汗的后妃。萬曆四十二年（ 1614）六月

初十日，蒙古科爾沁部扎爾固齊貝勒莽古思，送其女哲哲給皇太極為妻；

天命十年（ 1625）二月，科爾沁貝勒寨桑之子，吳克善台吉親送其二妹布

木布泰給皇太極為妻，她正是日後撫育順治皇帝，於入關後有重要政治影

響地位的孝莊皇太后。天聰八年（ 1634）十月六日，吳克善再送其妹海蘭

珠至盛京，與皇太極為妃。海蘭珠與布木布泰為親姐妹，也是哲哲的親姪

女，姑姪三人都嫁給皇太極。察哈爾部與勢力遂漸擴張的滿洲衝突日益明

顯，察哈爾林丹汗領導無方，部眾開始潰散，天聰八年閏八月二十八日，

林丹汗屬下寨桑德參濟王等人率領小寨桑、貝勒等護送林丹汗之妻，竇土

門福金巴特瑪‧璪，帶領部眾歸順滿洲；閏八月三十日，大貝勒代善以及

眾和碩貝勒等人以此上天所賜之福金，力勸皇太極納為妃。天聰九年

（ 1635）五月間，貝勒多爾袞、岳託、薩哈廉、豪格等四人統領大軍出征

                                                 
11 莊吉發，〈清太祖、太宗時期滿蒙聯姻的過程及意義〉，《清史論集》，第二輯（1997），頁 288。 
12 據杜家驥統計，入關前兩者聯姻共達三十三次，占入關前滿蒙聯姻次數八十四次之百分之三

十九，入關初至清末，聯姻達一百三十人次，遠超過除了喀喇沁蒙古之外的其他蒙古聯姻部

落。參見杜家驥，《清朝滿蒙聯姻研究》，頁 12-13。 
13 包國慶，〈敖漢、奈曼部歸清始末－從滿蒙文檔案史料看察哈爾本部的分裂〉，齊木德道爾吉

主編，《蒙古史研究》，第七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頁 320-345。 
14 莊吉發，〈清太祖、太宗時期滿蒙聯姻的過程及意義〉，頁 280-287。「清太祖、太宗時期滿蒙

聯姻滿洲男、女成員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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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爾，至西喇朱爾格地方，林丹汗妻囊囊太后娜木鐘等率眾歸附滿洲；

同年七月二十日，囊囊太后至盛京，皇太極立即納為妃，她和巴特瑪‧璪

均來自蒙古阿霸垓部。崇德五宮是天聰十年（ 1636）所定，中宮賜名清寧

宮、東宮稱關睢宮、西宮稱麟趾宮、次東宮稱衍慶宮、次西宮稱永福宮。

「五宮並建、蒙古歸心」，滿蒙聯姻的作用不可忽視。 15 

崇德五宮后妃來自與清朝關係最密切的科爾沁部，以及蒙古大汗、察

哈爾部林丹汗之妻，皇太極於改國號大清的同時也冊立五宮，因此，崇德

五宮的建立不但與大清國相始，更重要的意義是，這也標示著滿蒙聯姻是

滿洲將蒙古併入清朝的重要途徑。  

四、入關後的聯姻特徵  

滿洲皇室與他族聯姻也並非維繫政局穩定的萬靈丹。吳三桂、耿精

忠、尚可喜三藩也都與皇家結親，仍有三藩之亂；清廷於順治五年（ 1648）

公佈過鼓勵滿漢通婚的詔令，不久為了平息漢人的不安，又撤銷該詔令。

16然而，以滿洲與蒙古為主的北方民族聯姻仍是主要方向。察哈爾部布爾

尼雖為公主所生，又妻以親王之女，仍，不幸於康熙十四年三月發生變亂。

17縱使經歷這些挫折，仍未改變滿蒙聯姻的方向，「中外一體」、「滿蒙

一家」已成為清朝的國策。  

入關後滿蒙聯姻的特徵，簡言之，康熙中葉以後至乾隆末年，皇家格

格出嫁到蒙古的比率增加為明顯特徵，尤其是平亂有功、進獻木蘭圍場的

喀喇沁部，皇家女頻繁出嫁該部；康熙三十年（ 1691），清廷又將漠北喀

爾喀蒙古編旗，正式納入清朝統治體系，清朝也把聯姻的對象從漠南蒙古

擴張到漠北喀爾喀、漠西厄魯特、西套蒙古；嘉慶年間以後至清末，則以

滿蒙王公自行通婚為主。 18 

                                                 
15 皇太極的立冊崇德五宮后妃的原則，后妃本身的地位應是重要的考量，天聰元年時，哲哲為

中宮福金，布木布泰為西宮福金；天聰六年，皇太極以東宮未備，聞扎魯特部戴青貝勒女賢

慧，遣使往聘，立為東宮福金；但由於竇土門福金的地位較戴青之女高，故後來不在崇德五

宮之內，退居皇太極側妃。莊吉發，〈清太祖、太宗時期滿蒙聯姻的過程及意義〉，《清史論集》，

第二輯，頁 290-292。崇德五宮后妃資料，見前引文，頁 291。 
16 定宜庄，《滿族的婦女生活與婚姻制度研究》，頁 331。 
17 布爾尼變亂之過程參見（清）勒德洪著，吳豐培校補，《平定察哈爾方略校補》，收入吳豐培

整理，《清初稀見方略四種匯編》（北京：全國圖書館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 
18 杜家驥，《清朝滿蒙聯姻研究》，頁 26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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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統治者與他族聯姻的行為與元、明朝有明顯的差異。元世祖忽必

烈於至元十一年（ 1274）將親生女嫁給高麗世子，此後元帝國便與高麗進

行多次的政治聯姻，高麗國王成為元帝國的駙馬，兩國結為「甥舅之好」，

以維繫兩國的和平局面；與聯姻同時，高麗王國開始以定期、大量向蒙古

方面獻納女子，也是高麗貢女制度的正式確立，並且延續百餘年至明朝前

期。明朝保留元朝統治的方式之一，即是繼承高麗貢女制度，直至明宣德

年間以後才罕見。相較之下，清朝前期對外戰爭期間同樣有對於朝鮮女子

的擄掠，但沒有形成貢女制度；清代的選秀女制度，以八旗成員為對象，

外族女子被征貢的事例很少。 19 

順治七年（ 1650），攝政王多爾袞曾要求與朝鮮結親，娶入義順公主；

同年十一月初九日，多爾袞病死之後清朝再無此類事件。 20然而朝鮮人士

也並非沒有成為清朝皇室婚配的對象，清朝入關前，一批批歸附滿洲的朝

鮮人，由於開國創業有功，編入滿洲八旗的就有「高麗四十三姓」，這些

朝鮮人經過百餘年的「滿洲化」過程，早期便與滿洲通婚，入關後，也成

為士大夫家族，並有金簡氏透過選秀女制度，成乾隆皇帝的皇貴妃。 21貢

女制度的在元、明朝可視為地緣政治的表現，清朝沒有此制，這與選秀女

制度以及滿蒙聯姻制度有關，旗人之內的通婚，滿洲、蒙古、漢人（漢軍）

均不受限制。 22 

五、滿蒙聯姻與會盟立誓的傳統  

滿蒙聯姻的政治文化意義在於把滿洲與蒙古姻親結為一家、一體，因

此，「結盟」的是聯姻的動機，也是成果。清太祖努爾哈齊於萬曆十三年

（ 1585）以女真葉赫部首領揚吉努欣賞努爾哈齊為「非常人」，表示願結

姻親：「我有幼女，俟其長當奉侍」，努爾哈齊回答曰：「汝欲結姻盟，

盍以年已長者妻我？」揚吉努解釋原因，表示是因為長女才德不足匹配，

故許以幼女之後，進而聘娶。 23在努爾哈齊看來，既請以「姻盟」，而結

                                                 
19 喜蕾，《元代高麗貢女制度研究》（北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 1-33， 
20 姜舜源，〈明清宮廷朝鮮“采女＂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4（北京，1997），頁 79-89。 
21 徐凱，〈滿洲八旗中高麗士大夫家族〉，《明清論叢》，第一輯（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頁 338-348。 

22 八旗女子之選秀女制度參見定宜庄，《滿族的婦女生活與婚姻制度研究》，頁 221-248。 
23 （清）阿桂等奉敕撰，《皇清開國方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頁 2。此事時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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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哪有托延之理。  

以科爾沁部最是「姻盟」的典型。乾隆八年（ 1743），乾隆皇帝出關

到科爾沁也表示：「科爾沁歸化最久，世結姻盟」 24，「塞牧雖稱遠，姻

盟向最親」 25；乾隆十九年（ 1754），乾隆皇帝出嫁愛女和敬公主於科爾

沁額駙達爾漢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也留下「世篤姻盟擬晉秦」的紀念

詩作。 26 

姻盟的儀式反映北方民族共通的薩滿信仰，表現在族外婚、氏族間之

盟誓神判。 27 滿洲和蒙古也以誓盟做為姻盟的主要形式。誓盟出現的場合

甚多，滿洲民族的誓盟表現在皇族內部，以及與明朝、朝鮮的外交關係之

外，其次便是與蒙古的會盟、姻盟。但是，會盟裡的殺白馬、黑牛以祭天

地之儀式，可能與蒙古較有關係。  

關於滿洲與周邊民族舉行的誓盟儀式，清代官書記載頗多。萬曆二十

五年（ 1597），海西女真四部遣使欲與努爾哈齊結親，努爾哈齊乃備鞍馬、

盔甲等物以為聘禮，「更殺牛設宴，宰白馬，削骨，設酒一杯、肉一碗、

血土各一碗，皁血會盟」； 28天命元年（ 1616）六月，金國與明朝交涉邊

民越邊竊採人參等物時，努爾哈齊提到：「昔與大明立碑宰馬結盟，原為

杜其混擾。」 29這表示此種儀式，也在早期的女真與明朝之間舉行。  

天命四年（ 1619）十一月初一日，努爾哈齊遣使與喀爾喀五部會盟，

舉行誓盟儀式「宰白馬秋烏牛，設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對天地誓

告，以明朝為兩國共同敵人。 30天命九年（ 1624）二月十六日，努爾哈齊

遣使與科爾沁奧巴等台吉會盟，「宰牛馬，置白骨血土酒肉各一碗，焚香

而誓」， 31兩國結成對抗察哈爾的聯盟。天命十年（ 1625）十一月，努爾

哈齊依約派兵助奧巴退察哈爾之侵，天命十一年（ 1626）六月六日，與科

                                                                                                                                            
為「事在乙酉年前」；努爾哈齊所娶之葉赫部女即是後來的孝慈高皇后，皇太極之生母。 

24 《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以下簡稱《御製詩初集》等）（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卷 17，頁 10。 

25 《御製詩二集》，卷 51，頁 13，〈入科爾沁〉。 
26 《御製詩二集》，卷 51，頁 15，〈科爾沁固倫和敬公主額駙達爾漢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侍宴因

成是什〉：「世篤姻盟擬晉秦，宮中教養喜成人（色布騰巴爾珠爾九歲時隨諸皇子讀書），詩書

大義能明要，溈汭叢祥遂降嬪，此日真堪呼半子，當年欲笑議和親，同來侍宴承歡處，為憶

前弦轉鼻辛（固倫和敬公主乃孝賢皇后所生故云）。」 
27 郭淑雲，《原始活態文化－薩滿教透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 395。 
28 《清太祖武皇帝實錄》，卷 1，頁 34-35。 
29 《清太祖武皇帝實錄》，卷 2，頁 28。 
30 《清太祖武皇帝實錄》，卷 3，頁 23-24。 
31 《清太祖武皇帝實錄》，卷 4，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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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沁台吉奧巴宰白馬、烏牛結成姻盟姻，共同抵禦察哈爾、明朝。姻盟使

會盟關係更往上提昇，也表示雙方是平等互惠的關係。  

天命十一年（ 1626）金國與科爾沁部奧巴的姻盟，在努爾哈齊死後不

久，也發生變質，皇太極即位之後，並不姑息，遣使痛責奧巴背盟。奧巴

未來朝吊慰，而後來遣使前來只為娶回努爾哈齊生前答應的婚約，這令皇

太極十分不滿，天命十一年十二月庚戌，遣希福帶國書前往，於書末提到： 

天聰皇帝致書於土謝圖額駙（奧巴），爾既設計遣巴牙爾圖往察哈

爾國、喀爾喀部落索取失去牲畜，應先聞於我，然後遣往。乃竟不

聞於我，既已遣巴牙爾圖行，始來報知，又復何益。我皇考一則以

爾為子，一則以爾為婿，念爾較他親戚獨厚，爾聞皇上崩即令頃所

遣使吊慰，豈不甚善。且皇考以格格許嫁於爾，豈非彌留時遺爾以

思念乎，今止迎格而遣使而來，是何為者也。因曾盟誓天地，結為

姻親，我故直言無隱。 32 

皇太極認為奧巴沒有先行告知即擅自對察哈爾、喀爾喀出兵行動，已是背

盟，皇太極所在乎的是金國對滿蒙關係的主導地位，控制聯盟的主導權。

33而奧巴違背了兩國之間的「姻盟」，更為皇太極所不容。  

天聰元年（ 1627），皇太極首次用兵朝鮮，金國以武力優勢，雙方達

成丁卯議和，兩國約為兄弟友邦，以鴨綠江為界，互不侵犯，金國積極發

展對朝鮮貿易，並得以充實戰力以征明朝。丁卯議和的過程，必須磋商盟

誓儀式，照「明朝與蒙古議和」儀式，殺白馬、黑牛以祭天地，方足以表

信。 34滿洲與明朝於萬曆三十六年（ 1608），三月「勒碑邊界，刑白馬烏

牛，盟告天地。」 35天聰二年（ 1628）八月，與喀喇沁部議和，誓詞有曰：

「我滿洲國與喀喇沁同心修睦，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 36天聰六年

（ 1632）六月甲午，金國與明朝於宣府議和，同樣「刑白馬烏牛，誓盟告

天地」。 37 

隨著清朝統治蒙古各部的逐漸穩定，滿蒙聯姻也不再有「立誓」的形

                                                 
32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109-110，康熙本實錄。 
33 楠木賢道，〈天聰年間愛新國對蒙古諸部的法律支配〉，《蒙古史研究》，第七輯（呼和浩特：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頁 308。 
34 莊吉發，〈清太宗嗣統與朝鮮丁卯之役〉，《清史論集》，第四輯（2000），頁 33-60。 
35 《清太祖武皇帝實錄》，卷 2，頁 11-12；《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265，

見於天聰八年三月甲辰，告朝鮮國王書。 
36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130。 
37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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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是「姻盟」的由來卻沒有被遺忘，「立誓」也具有法律的效力，一

直保留在蒙古的習俗之中，而清朝治理蒙古地區的法律依據《蒙古律書》、

《理藩院則例》裡也有關於「立誓」、「入誓」等項目。 38 

總之，滿蒙聯姻的活動，姻盟、誓盟的內容都反映北方民族的共通傳

統，這也是奠定日後滿洲政治文化蒙古因素、蒙古情感的主要背景。  

第二節 薩滿信仰與藏傳佛教 

一、清朝入關前滿洲民族的信仰  

滿洲、蒙古二民族最明顯的共同文化背景之一，即是「薩滿信仰」。

滿蒙等北方民族的薩滿信仰傳統便含有「族外婚」現象，薩滿巫師是維護

氏族族外婚的重要精神力量。薩滿祭禮儀式不僅為氏族外婚制度的實行創

造了條件，也是薩滿對族中後代進行兩性關係教育和指導的重要場合。39滿

洲入關前後，已脫除原始薩滿信仰的許多特徵，轉變成「祭天祭神」的祭

祀形式。尤其藏傳佛教再次往蒙古傳播，也和滿洲接觸，並且時常有取締、

迫害薩滿的行為。滿洲民族保留著薩滿信仰，也有查禁，但較少迫害情況

發生。  

（一）滿洲民族多元折衷的信仰  

日本學者三田村泰助以為，在佛、道教、薩滿信仰等混合的背景裡，

以及蒙古文化的影響之下，北亞各民族的始祖神話均有關聯性， 40甘德星

                                                 
38 法條參見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李保文編譯，〈康熙六年《蒙古律書》〉，《歷史檔案》，88（北

京，2002：4），頁 3-11；楊選第、金峰校注，《理藩院則例》（海拉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卷 45，〈入誓〉，頁 346-347 。 
39 郭淑雲，《原始活態文化－薩滿教透視》，頁 370。 
40 日本學者三田村泰助以為，在佛、道教、薩滿信仰等混合的背景裡，以及蒙古文化的影響之

下，北亞各民族的始祖神話均有關聯性，而在三仙女神話也所反映，是書清太宗崇德朝所確

立的「神話史觀」，因此，三仙女神話有濃重的佛教色彩，包括三仙女的名字、《滿洲實錄》

圖所表現的太祖形象均有如文殊菩薩，其作為反映了「文殊悲願」；太祖稱號「淑勒」，即滿

語 sure，意為「聰明」，正是文殊智慧的表現等等，都顯示要表達太祖是文殊菩薩的化身，而

布庫里雍順就是「文殊師利童子」，這些開國傳說都是以隨附於清太祖的「文殊信仰」為基礎，

而又與滿洲薩滿信仰相配合。他也認為崇德朝官書所載開國神話的產生是由於滿洲方面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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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指出：清朝入關之前，對佛教、道教、西藏佛教同樣保護，這是基於

他們信仰上多元折衷（ eclecticism）特色，並非刻意為了統治蒙古的目的

而藏傳佛教。 41至少在十七世紀中葉，佛、道教的普及化影響了薩滿信仰

的內容，融入薩滿信仰，同時關帝信仰亦普及於蒙古、遼東一帶。 42 

十六、十七世紀，西藏各教派紛紛往外地傳教，也包括蒙古高原，十

七世紀中葉藏傳佛教已在東蒙古地區，形成信仰風氣，而東蒙古廣泛接受

藏傳佛教格魯派以前，科爾沁、奈曼等東蒙古各部已歸附滿洲政權，尤其

這裡沒有像土默特部、厄魯特、喀爾喀等部，以佛教為名針對薩滿巫師訂

定「法規」，以統治力量進行大規模「迫害」薩滿的現象，因此，至今在

科爾沁草原仍有蒙古薩滿信仰的活動。 43 

滿洲不像大多數蒙古部落明顯地專為了護持佛教而打壓薩滿信仰，取

締與管理宗教信仰並不限於薩滿信仰，也及於佛教。這是基於朝廷的宗教

政策，而積極目標在於提倡教化。天聰五年（ 1631）閏十一月庚子上諭曰： 

奸民欲避差徭，多相率為僧，⋯⋯該部貝勒大臣可再詳確稽察，先

經察過准留者若干，後違法新造者若干，至逐喇嘛、和尚亦必清察

人數，如系真喇嘛、班第、和尚、許居城外清淨寺廟梵修，毋得容

留婦女，有犯清規⋯⋯勒令還俗。⋯⋯凡有給喇嘛、班第、和尚飲

食者，令男子饋送於寺，（有邀至家者，許日間本人夫妻同飲食之）

如男子他出，毋得私邀至家，給之飲食，違者以奸論罪。有首發者，

即將首發之人准其離主。再滿洲、蒙古、漢人、土默忒、喀喇沁巫

覡星士等妄言吉凶。蠱惑婦女，誘取財物者，滿洲、蒙古、漢人豈

無本主該管，何以不加禁止，任其妄行，嗣後若不嚴行禁止，有被

獲者，將此妄行之人必殺之無赦，該管牛彔額真、章京及本主各坐

以應得之罪，有用巫覡星士者，亦坐以應得之罪，若道士及持齋之

                                                                                                                                            
了《金史》，成於額爾德尼‧巴克什之手。見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の研究》（京都：京都大

學，1972），頁 37-54。他的觀點過於強調佛教的因素，神話的源流與神話對於清、太祖太宗

時代、乾隆時代的意義與解釋，可能是不同的，都應該分開討論。 
41 Tak-Sing Kam, “Manchu-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Harvard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4. 
42 參見莊吉發，〈從薩滿信仰及祕密會黨的盛行分析清代關帝崇拜的普及〉，《清史論集》，第一

輯（1997），頁 146-151；莊吉發，〈從北亞草原族群薩滿信仰的變遷看佛道思想的普及化〉，《清

史論集》，第六輯（2000），頁 71-97。 
43 包‧達爾汗，〈蒙古博教幸存緣由考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3（北

京，1993），頁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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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妄行惑眾亦一體治罪。 44 

從上諭所見，雖然佛教傳播日益興盛，但在滿洲並不是任意無規範，對於

所管各地，包括蒙古薩滿巫師，也限制其「亂法」，特別要求八旗之內各

管官員嚴格執法。  

崇德三年（ 1638）八月甲午，據《清實錄》所載一薩滿女巫案件，頗

能反映滿洲方面取締「邪巫」的重點：  

固山額真譚泰告其故兄固山額真納穆泰妻，往祭伊子巴牙爾圖，攜

安朱牛彔下，古木布祿家女巫同往。女巫云：固山額真納穆泰來矣，

謂巴牙爾圖身在，爾等何必用祭，因將送葬衣服攜回。又以上所賜

蟒裘應焚化者，改（為外套）服之。又往溫泉邀薩穆什喀、龔袞宴

飲。刑部審實定擬，納穆泰妻聽信邪巫，擅違國制，及女巫俱應論

死⋯⋯。奏聞，上命納穆泰妻并女巫皆正法。古木布祿免死，贖身。

45 

此案件可知，旗人家中有女巫是合法的，是「家薩滿（Ma. booi saman）」

或「穆昆薩滿（Ma. mukūn saman）」，納穆泰之妻因和古木布家女巫同行

往祭，女巫似乎為死者做法，將皇太極所賜蟒裘焚毀等行為有違國制，均

處死刑。清廷對薩滿信仰的取締措施，也反映在滿族文學〈尼山薩滿傳〉

裡，當中提到清太宗捉拏到陰間救人的尼山薩滿查禁其法器並且治罪。46這

也反映滿洲對待信仰問題，是以文化政策為規範，宮廷薩滿祭祀嚴禁以巫

術治病，亦是著重以「家祭」形式，賦予文化傳統面貌。  

（二）清朝開國神話－三仙女神話的薩滿信仰基礎  

討論滿洲民族的薩滿信仰。滿洲起源傳說，三仙女神話頗值得深入分

析，尤其三仙女神話又和清朝開國相連繫，有政治文化意涵。神話的內容，

起源，學界有所解讀。解讀以圖騰角度為主，「三仙女故事」，「感日說」

或者「鳥生說」， 47也有側重於佛教觀點的解釋。 48 

                                                 
44 齊木德道爾吉、巴根那編，《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189-190。括號內為
康熙本內容。 

45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470-471。 
46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歷史考察》（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6），頁 34-36，252。附錄二，海

參葳本滿文手稿譯漢。 
47 鳥生說的觀點參見：傅斯年，《東北史綱》（北平：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32）；文崇
一，〈亞洲東北與北美西北及太平洋的鳥生傳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2（臺
北：1961），頁 75-106。卵生說及感日說的觀點，參見王孝廉，《中國的神話世界－各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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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三仙女神話的滿文文獻有：《滿文原檔》、《滿文老檔》、《內

國史院檔》、《清太祖武皇帝實錄》滿漢文本、《滿洲實錄》、《滿洲源

流考》等等，尤其以《滿文原檔》的記載最早。《滿文原檔‧天聰九年》

（以下簡稱《天聰九年檔》），其次是滿文《內國史院檔》，滿漢文本《清

太祖武皇帝實錄》，乾隆朝滿蒙漢三體《滿洲實錄》以及康熙朝《清太祖

高皇帝實錄》等。 49版本不同內容也有出入，《天聰九年檔》所載被視為

三仙女故事的原始樣貌，一般把其他官書裡較「完整」的版本視為前者的

擴大改寫。 50 

《滿文原檔（舊滿洲檔）‧天聰九年檔》，五月初六日。這是最早的

神話版本：  

初六日，率兵向薩哈連烏拉往征虎爾哈部之眾大臣，與攜來所降諸

頭目人等謁汗行禮⋯⋯攜來所降之二千人同跪拜（於汗前）⋯⋯。

此次軍中有攜來所降之名為穆克什克者，告云：我之父祖，世代生

活在布庫里山麓的布勒和哩湖一帶。我等地方無檔冊，從前的生活

情形全憑口頭傳說相傳下來。在布勒和里湖內，有三仙女，恩古倫、

正古倫、佛庫倫來浴，一神鵲送來一朱果，為幼女佛庫倫所得，銜

於口內，吞之成孕，生布庫里雍順。其眷族即系滿洲部。布勒和里

湖周圍約百里，距黑龍江有一百二三十里。我生二子後，從布勒和

                                                                                                                                            
創世神話之比較》上冊（臺北：時報出版社，1987）。 

48 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の研究》，頁 37-54。 
49 記載三仙女神話的滿文文獻，包括：《天聰九年檔》、《滿文國史院檔》、《太祖太后實錄》、《太

祖武皇帝實錄》、《賢行典例》等等，其成立時間以及前後關係，參見松村潤，《清太祖實錄の

研究》（東京：東洋文庫，2001）。 
50 不同版本之間的關係，除了以情節、內容的豐富判斷年代的先後之外，Durrant認為：內容的
長短不能做為版本出現先後的判斷標準，還必須考慮口傳文學的特徵。他分析神話裡的「重

覆」（repetition）結構，認為「重覆」是口傳敘事（oral narrative）的表現，用以強調某形象及
事件，而神話裡的「重覆」情節，可用來判斷神話本身與它的「原型」不會有太大差距。比

較《天聰九年檔》裡較簡明的滿文記錄，以及滿文本《滿洲實錄》裡「重覆」情範較多、較

長的故事情節，因此，故事內容長短不能做為版本出現先後的判斷標準，尤其是和漢文本《滿

洲實錄》相較，其後修纂的康熙朝漢文本《清太祖高皇帝實錄》反而與滿文本《滿洲實錄》

有較接近的內容，如果滿文本《滿洲實錄》的神話單純是《天聰九年檔》的擴大，那麼漢文

本《滿洲實錄》不應該與滿文本的情節安排有如此大的衝突，因此，內容長短不一的兩版本

應是不同口傳而來的產物，《天聰九年檔》裡外族所述的神話也提示滿洲統治者，彼此有某種

同源關係。另外，蒙藏民族的「格薩爾」口傳與書寫文學的關係也可對照比較。「重覆」的情

節結構是滿洲民族口傳敘事文學的特徵，著名的滿文民族文學《尼山薩滿傳》也有同樣的表

現。口傳文學比較研究方法頗值得滿族文學研究參考，見 Stephen W. Durrant, “Repetition in the 
Manchu origin myth as a feature of oral narrative.” Central Asian Journal, 2-4（1973）, pp.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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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湖遷至薩哈連烏拉附近之名為納爾琿的地方居焉。 51 

滿洲民族所記錄的三仙神話最早可見於前引《滿文原檔》，但只有三

仙女部分，佛庫倫吞神鵲朱果，生下布庫里雍順，以及穆克希克自己從布

爾瑚里湖移居到薩哈連烏拉的納爾渾地方，並沒有提及關於布庫里雍順的

遭遇。至於「完整版」三仙女神話，情節包括了三仙女沐浴、佛古倫吞朱

果感孕、布庫里雍順遷移成為滿洲始祖等，而關於仙女離開布庫里雍順之

後的情節，則始見於《內國史院檔》。  

《滿文原檔》記錄的，是天聰八年（ 1634）十二月時，滿洲征討薩哈

連烏拉虎爾哈部，帶來降人穆克希克的自白說明，他已說出布庫里雍順的

族眷是滿洲（Ma. manju）。如果滿洲一詞不是書記者所改，那麼滿洲已是

薩哈連烏拉地區所知悉，甚至來源已久的族稱。但而後者《內國史院檔》

則都以諸申稱之，並且有完整情節。先說是諸申國三姓之人有爭王位之

事，繼而說明布庫里雍順當了局勢混亂的滿洲國貝勒。《滿文原檔》裡的

滿洲一詞有可能是改自諸申而來，《滿洲實錄》情節已完備，和《清太祖

武皇帝實錄》均出現「愛新覺羅」以及其他情節。  

三仙女的傳說或可說是較有濃厚的薩滿信仰色彩，而神話的下半段，

即滿洲「始祖」，布庫里雍順的英雄傳說，則似乎又與薩滿信仰較遠，反

而可能另有來源。故事的下半段內容主要是遷移情節，本文由蒙古角度審

視之，見第五章第二節。  

（三）滿洲三仙女神話與薩滿信仰  

藉由分解神話的內容，頗助於理解清人對三仙女神話的特殊看法。例

如：  

1 .  背燈祭是滿族跳家神時，於晚上所舉行的儀式，所祀之神多為星神

或黑夜守護神。 52背燈祭的由來與三仙女之浴有關：「滿洲肇基始祖原系

天降神女降生，所以今有背燈之禮。」 53  

2.  祭堂子。「其祭堂子者，乃祭尚錫神之東南隅方，又聞系長白山發

                                                 
51  收入《舊滿洲檔》（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 58（1969）），冊 9，頁 4240-4243；漢文譯本

參考王鍾翰，〈滿族先世的發祥地問題〉，《王鍾翰學術論著自選集》（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

版社，1999），頁 11-12。滿文轉寫另見松村潤，《清太祖實錄の研究》，頁 9。 
52 石光偉、劉厚生編著，《滿族薩滿跳神研究》（吉林：吉林文史出版社，1992），頁 134。 
53 鈕祜祿氏，〈滿洲祭天祭神典禮‧序〉（嘉慶六年刊《滿洲四禮》集本），引自劉厚生編著，《清

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吉林：吉林文史出版社，1992），頁 271。該序指出為〈御製全韻詩〉
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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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之始。」 54尚錫之神是指田苗神。 55  

3 .「換鎖祭」：北方諸族多崇拜柳樹，滿族柳枝祭，即「佛多媽媽」

祭，「佛多（佛托）」是滿語 fodo，求福用的柳枝，其實也就是「佛多活」，

即是柳樹，有生殖崇拜的現象。 56佛多媽媽，漢語的意思是柳樹女神。 57在

滿族民間的「換鎖祭」，即俗稱祭佛托媽媽。傳說中，滿洲開國神話裡的

長白山三仙女沐浴天池，應該是「裸浴」的狀態，而「換鎖祭」時，不讓

子女近前，即是因為：傳說中的佛托媽媽赤身裸體，所以滿族清明節墳上

插的「佛托」的苞米骨，就象徵裸體的佛托媽媽。此佛托是墳頭一根木桿，

串上苞米骨（玉米棒子的核），其上扎一團五彩色紙，再使之綴逸著五彩

紙條。均象徵著子孫昌盛。 58學者指出，黑龍江、吉林各地的滿族先人無

供奉佛托媽媽之舉，也不祀佛祖、關羽和觀世音菩薩，因此，指出崇祀佛

托媽媽是滿族先人南遷以後的事，希望人丁興旺，進而結合成為崇拜柳

樹。 59 

另外，還有為解釋薩滿的特徵而聯繫史實的傳說：〈小罕子傳說〉，

此傳說將薩滿祭祀的內容要素，包括：佛托媽媽、索羅杆子（Ma. somo）、

背燈祭等與努爾哈齊的事蹟相結合。 60  

三仙女神話與蒙古部落祖先傳說〈天女之惠〉頗有相似之處，也與薩

滿信仰有關。〈天女之惠〉敘述杜爾伯特部蒙古的祖先，話說獵人在山頂

湖岸發現一群天女在湖中嬉戲，後來天女生下獵人的男孩子，把搖籃掛在

樹上，派一黃鳥於身旁守護，杜爾伯特人在先知的指引下登山尋找首領，

最後找到男孩，男孩長大之後建立了偉業，成為綽羅斯家族的祖先。 61和

其他〈綽羅斯、準噶爾的起源〉以樹木內的嬰兒為祖先；布里雅特蒙古流

                                                 
54 鈕祜祿氏，〈滿洲祭天祭神典禮‧序〉（嘉慶六年刊《滿洲四禮》集本），引自《清代宮廷薩滿

祭祀研究》，頁 270、271。 
55 鈕祜祿氏，〈滿洲祭天祭神典禮‧序〉（嘉慶六年刊《滿洲四禮》集本），引自《清代宮廷薩滿

祭祀研究》，頁 254。據編者按，此為《欽定滿洲祭神祭天典禮》所釋。 
56 柳葉做為女陰的隱諭，佛多活在蒙古語音轉為五毒戶，就是明言是陰戶。柳樹崇拜即是女性

生殖器的崇拜。參見朱學淵，《中國北方諸族的源流》（北京：中華書局，2002），頁 237。 
57 張德玉，〈佛托媽媽姓別考辨〉，《滿族發源地歷史研究》（瀋陽：遼寧民族出版社，2001），頁

402。文中指出，滿語「媽媽」一詞，漢語是神之意，且是女神。 
58 張德玉，〈佛托媽媽姓別考辨〉，頁 403。 
59 張德玉，〈佛托媽媽姓別考辨〉，頁 404、405。滿蒙先民對柳樹崇拜的信仰分佈有待考察。作

者張德玉又認為，三仙女即是後來宮中「堂子」祭中的佛母，也就是民間祭的裸體的佛托媽

媽女神，也是家族始祖之神。 
60 色音，《東北亞的薩滿教》（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8），頁 145-147。 
61 榮蘇赫等主編，《蒙古族文學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第一卷，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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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天鵝化身女子與青年婚配生子等故事，成分相近。原始信仰對樹木、

鳥的崇拜，保留在薩滿信仰之中。 62到父權時代的天命觀，鳥變成了天女。

滿洲三仙女神話相似，似有關係。雖然不見得是「同源」關係，也許反映

類似的「演化」過程。由「氏族樹」發展而來的佛多媽媽、柳樹崇拜，以

及滿洲民族的祭祀普遍有「索倫杆（Ma. somo）」，也是由祭祖往祭天的

方向演變，總之，都是薩滿信仰的相近內容。 63 

二、滿洲薩滿祭祀裡的蒙古神  

滿洲薩滿祭祀包括神歌以及祭拜儀式，其中「蒙古神」的角色佔有重

要的地位，這是具體反映滿蒙民族在傳統信仰上的交融。  

薩滿神歌裡的蒙古神的角色，例如：「背燈祭」：「蜡燭熄滅了，背

燈祭神祇。天上有耀眼的北斗七星，地上有強健的蒙古神靈。默誦每位神

的名字，祈請諸神眷佑」； 64「那拉庫神，神是師傅，師傅是神，他的名

字是塔坦諾延」； 65在祭天神之時，有一個誼神祇降臨附體於薩滿身上的

程序，也有地方請到蒙古神：「神師傅，師傅神，塔坦諾延諾里媽媽，諸

位神祗，存之於心，銘之於志，勿忘神之教誨。辭去舊月迎新月，良辰吉

日備黃米，祈求神靈做大供。燃起年祈香，獻上甜黃酒，各種祭品擺滿桌」，

66神歌裡的「塔坦諾延諾里媽媽」是蒙古女神。以上三首，均採自吉林省

永吉縣。神歌裡出現蒙古神，其角色尚不明顯，但在葉赫伊拉里氏跳神儀

式裡，可以發現明顯的滿、蒙民族習俗融合現象。  

《鄴河（葉赫）伊拉里氏跳神典禮》是一件與現存滿族其他姓氏有較

大差異的祭祀儀禮記錄，保留有濃厚的蒙古、滿族融合氣息。做為「扈倫

四部」之一的葉赫部，據《清太祖武皇帝實錄》的說法，其祖源是蒙古人，

葉赫伊拉里氏在祭天時供奉蒙古神，殺羊領牲；在祭祖時，供奉菩薩，殺

豬領牲，反映了滿洲、蒙古信仰習俗明顯融合的痕跡。這種現象最有可能

                                                 
62 榮蘇赫等主編，《蒙古族文學史》，樹本崇拜和天鵝崇拜，參見頁 33-36、38。 
63 劉小萌、定宜庄，《薩滿教與東北民族》（吉林：吉林教育出版社，1990），頁 103-115。 
64 黃禮儀、石光偉編，《滿族民歌選集》（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1999），頁 234。背燈祭儀式
之背燈調，採集自吉林永吉縣。 

65 黃禮儀、石光偉編，《滿族民歌選集》，頁 249。 
66 黃禮儀、石光偉編，《滿族民歌選集》，頁 286，放大神儀式之請神調，採集自吉林永吉縣。 



28                                                     清朝前期的滿洲政治文化與蒙古 
   

 

的解釋確實是部族通婚的結果。所謂互為「薩敦哈拉」。 67 

在「立杆還願」儀式裡，主要供奉蒙古神，包括有：「阿都奇諾尹、

喀吞納克、素希爾哈」等，這名是何意尚得考究。祭禮過程中保有蒙古習

俗，如卸羊時，對「克爾森」的處理， 68該書注有：「用滿洲毀法卸羊」，

殺豬祭祖的禮儀則和滿洲相同。另外，在薩滿神歌裡，加摻加了蒙古語，

如「鄂羅密」，該書注明：「鄂羅密者蒙古話，請進之詞也」。  

關於豬羊用牲的情況，據當代滿族耆老愛新覺羅‧瀛生的講述：  

女真人及其後世滿族，殺猪祭天祭神，但對死者的墳墓則殺羊以祭，

決不殺猪。滿人入關之被仍守之舊俗，直到清代中期，滿族人上墳

祭掃仍是牽羊到墳地，在先人墳墓前殺羊以為犧牲供品。 69 

據此，只有在上墳才用羊，而上述祭祖用羊，應是蒙古方面傳入的。清代

名臣鄂爾泰，其家族西林覺羅氏祭祀書中，亦載滿洲祭天神俱係用豬，然

而「惟我西林覺羅氏豬羊俱有用，此事歷來已久，不能稽考，但用羊務擇

口齒小而肥，澤純白無雜毛者吉。」 70 

薩滿儀式所用辭彙來自於蒙古的背景或許也是一個考察的角度。這裡

將上述薩滿神歌的「鄂羅密」一詞，以及在祭祀儀注裡經常出現的「鄂囉

羅」、「鄂羅羅」略做考釋。  

儀式進行過程中，每個階段的主持人，如：「司俎官」、「看守堂子

人」、「司祝」等人依照典禮習慣「贊歌鄂羅羅」，也有眾人「齊歌鄂羅

羅」的時候。「鄂羅羅」是滿語的漢字音譯，滿文拼做 orolo，意為：令頂

補缺，名詞可拼做 oron， 71動詞原型為 orolombi，也應是上述薩滿神歌的

「鄂羅密」之音譯。乾隆朝纂修《欽定遼金元三史國語解》也有對 orolo

的考證，在《遼》、《金》、《元》三史裡都出現，是為「滿洲語」，有：

頂替、頂缺、代替之意。 72但是，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滿文 oron 一詞乃

                                                 
67 〈清代宮廷薩滿祭祀初探〉，收入劉厚生編著，《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頁 30-32。「薩敦哈

拉」，滿文寫做 sadun hala，意為異姓親戚。《鄴河（葉赫）伊拉里氏跳神典禮》，一冊，現存

於北京圖書館，部分摘條收錄於《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頁 29-30。 
68 《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頁 31。書中的漢文「克爾森」沒有說明何義，可能是蒙古語 kerčim，
意為切片、切塊。 

69 愛新覺羅‧瀛生，《老北京與滿族》（北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 40。 
70 鄂爾泰修，《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民國十七年（1928）嚴奉寬抄本，收入《北京圖書館

藏家譜叢刊‧民族卷》（北京：北京圖書館出版社，2003），冊 44，頁 70-71。 
71 滿文 oron一詞，除了「職缺」之意，還有星辰之辰、魄、位置、影子等意思。 
72 見於《遼史國語解》，人名，頁 23；《金史國語解》，人名，頁 12；《元史國語解》，人名，頁

2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96，頁 77、22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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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蒙古文 oru，73與上述清代葉赫伊拉里氏家族祭禮中，注明這個字是「蒙

古話」相合。這個字發展成為滿文 orolombi，鄂羅密，也視此為滿洲本族

語言。  

乾隆年間，鄂爾泰所修本氏族祭祝書當中，也有針對「鄂羅」一詞的

考述，祭祝書中常出現致祭者執起酒盅，「高舉至神前，齊聲舉盅向神前

左右搖蕩，俱齊聲口頌老清語勸進爵者三聲」這樣子的儀式。 74此引述如

下：  

記注條例內，有口頌老清語勸進爵之說。夫老清語，乃昔年本處之

語，查其音聲是口頌鄂羅二字，羅字，舌上有都綸，復查其語意，

鄂羅者，乃進字也。凡進前、進門、進奉，俱用此字。細想其情，

祭者高舉其鐘（按：盅），向神口頌進者，是勸進爵之意也。竊思

祖宗神，乃昔年在本地供奉之神，當時在本地供獻，既口頌本地進

爵，今雖離本地，來至內地，何敢輒改一旦即用內地之語。贊祭恐

非誠敬，況在本地薦饗贊祭多年，恐神亦未必深悉也。且一切供獻

跪叩儀禮，俱照昔年遵行，又何敢獨將進爵二字，因地因人而改易

之理。總之祭祀者，惟恐涉於不誠，諸凡未敢輕視耳。  

既是清語，又云老者，何也？蓋清語內，並無此語，細細遍訊，方

知乃蒙古語內，有鄂羅之語，是進字之義，是以名曰：老清語。 75 

舉杯向祖先等神進酒是儀式中的要項，西林覺羅氏族乃堅持保持入關前的

傳統，高聲「鄂羅」，以示敬誠；但是重視滿洲傳統的鄂爾泰卻也認為「鄂

羅」是蒙古語，還把這種不存於當時滿語的蒙古語名為「老清語」，鄂爾

泰所說明的「老清語」的語音也就是上述的「鄂羅羅」。  

北京紫禁城坤寧宮原是宮廷薩滿祭祀的主要場所，仿自入關前盛京清

寧宮。據學者調查，供奉神偶喀二，原放於坤寧宮神堂北炕西頭，連靠黑

漆座之上，神偶係綢製而成，有頭、臉、四肢，狀矮胖，即「夕祭」儀式

中的蒙古神「喀屯諾延」，是宮廷裡蒙古族后妃的祖先。 76清朝入關前，

自天聰五年起，盛京清寧宮已被正式用於拜神及接見蒙古使臣等活動場

                                                 
73 William Rozycki,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Indiana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83), 

p. 223. 
74 鄂爾泰修，《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1-104。 
75 鄂爾泰修，《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27-28。 
76 姜相順，〈清宮滿族薩滿祭祀的珍貴遺物〉，《滿族歷史與文化》（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996），頁 213。坤寧宮薩滿祭祀情況，參見趙爾巽等撰，《清史稿》（北京：中華書局，1977），
卷 68，志 60，禮 4，2559-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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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77清乾隆年間，乾隆皇帝四次東巡盛京敬謁先祖陵寢，禮成後均在盛

京皇宮之清寧宮祭神，參與者除皇帝與宗諸王之外，蒙古王公也在列，於

禮畢共食福肉。 78 

《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是一部薩滿家祭的典禮，乾隆三十六年

（ 1771），舒舒覺羅氏家族裡，一位名為常青的家族薩滿所抄傳。全書以

滿、漢文寫成，行文中有六十九幅白描插圖，可以使後人了解儀式過程。

79由於資料完整有助於我們了解蒙古神在祭祀裡的角色。  

《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的內容依序分成幾個部分：一、還願儀禮，

二、院中祭蒙古祖宗儀禮，三、跳神儀禮，四、換鎖儀禮，五、送淨紙儀

禮，六重修世譜。 80和蒙古神有關的集中在上述的二、三部分；第三部分

雖名為跳神儀禮，而在跳神之前必須先設立祭壇，再舉行祭蒙古祖宗儀

式，之後才是跳神的部分。以下依圖式簡介祭蒙古祖先的程序。  

「院中祭蒙古祖宗儀禮」均有圖、圖說、漢文說明，此依序紹。漢文

說明：「院祭蒙古祖宗式樣：頭次交祭小房背後放稷秸一捆，上搭紅氈，

一條插柳枝子三根，兩夾間掛藍紡子二塊⋯⋯」；圖說：「在院子蒙古包

前式樣」（ hūwa i bade monggo booi jakade durun.）；圖說：「在蒙古神主

前獻羊式樣」（monggo weciku i  jakade honin be alibure durun.），下頁為

神歌。（頁 25-28）  

漢文說明：接了蒙古祖宗來，站起案位，設立神座，設立完畢，掏心

交祭牲完等阿瑪孫肉（祭肉）時，按此念交祭；神歌一段同上。（頁 29） 

漢文說明：交熟牲揍上擺在槽子內，將羊前左蹄兒卸下放在羊嘴內含

                                                 
77 白洪希，〈盛京清寧宮薩滿祭祀考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2（北京，1997），頁 32。 
78 姜相順、佟永功，〈乾隆帝東巡盛京於清寧宮祭神〉，《滿族研究》，23（北京，1991：2），頁

41。 
79 《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現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館，原圖版收入朴相圭，

《우라 알타이 人文叢書》（서올：亞細亞文化社，1986），冊 1，頁 1-133。參見黃強、色音，

《薩滿教圖說》（北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 95、96。高國藩，《中國巫術史》（上海：上
海三聯書店，1999），頁 699、700。關於舒舒覺羅哈拉（氏）的家族資料有待考察，又查看神

歌內容顯示此為「哈蘇哩氏家族」的祭祀活動，此二家族關係尚不清楚。 
80 《薩滿教圖說》，頁 98-194。儀典的滿文部分，據作者說明，《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是日

本學者赤松智城在二十世紀三十年代，請滿族人恭正譯成漢文。《薩滿教圖說》沒有附滿文原

文，僅有圖版裡的滿文圖說可識，本文參斟恭正的翻譯；另參考奇車山，〈《祭祀全書巫人誦

念全錄》譯注〉，《滿語研究》，24、25、26（哈爾濱，1997：1、2；1998：1），頁 84-104；104-113；
96-110。奇車山的譯注完整收《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的滿、漢文內容，並將滿文以羅馬拼

音轉寫、譯漢。《薩滿教圖說》和奇車山文章內，以及朴相圭的圖版，三者對原書頁碼的標示

略有不同，本文依奇車山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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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鼻子孔內插油紙捻子兩根點著，主祭人手托布瓦，點著包花團，巫誦

念交祭。圖說：「所得祭肉供神主前式樣」（ baha amsun be weceku i  jakade 

alibure durun.）；圖說：「供祭肉畢，即奏莽式舞曲，獻酒於神主，接著

持莽紐式樣」（ baha amsun be al ibuha wajici  uthai  haijalambi.  weceku be 

gingnembi sirame mang nio be afara durun.）； 81神歌一段同上。（頁 30-32） 

漢文說明：院內放方盤一個，內裝羊阿瑪孫肉（祭肉）分兒，稷秸三

捆備用，巫人坐之，吃分身式樣。族中心吃水餅子式樣。圖說：「祭蒙古

神主的祭肉，每份割一片，給眾嘗食式樣」（monggo weceku be wecere amsun 

ubude emu farsi  faidafi(fai tafi)  geren de amtala durun.）；圖說：「嘗食祭

肉、潔米餅」（ amsun yali  bolho i  jeku efen be jame amtala durun.）。（頁

32-34）  

漢文說明：阿瑪孫肉交完，拿扎板念海扎；滿文神歌：「念海扎敬獻

詞」（ haijeleme gingnere gisun）一首。漢文說明：如此三次念法，共九次

完，嘗阿瑪孫肉，吃完在蒙古祖先念一次，若動搖時叩頭。（頁 35）  

漢文說明：叩祭一畢，取下柳枝，大家柳枝沾酒灑之，念誦；滿文神

歌一段。（頁 36）  

其後，是下一階段「跳神禮儀」之祭蒙古祖先儀式。漢文說明：「跳

神設立分式樣，西炕上供大祖宗⋯⋯北炕，蒙古祖宗二位神像，⋯⋯蒙古

祖宗前，酒二盞、水餅二碟、酒壺一把⋯⋯。」（頁 37-38）  

圖說：「陽神位、大神主、祥初神主、蒙古神主（自右而左）」（ fayangga 

soorin.  amba weceku soorin.  siyangcu weceku. monggo weceku i  soorin.）； 82

圖說：「在蒙古神主前牽羊獻牲式樣」（monggo weceku i  soorin de honin be 

gaifi  ergen be al ibure durum.）（頁 39-40）。  

神歌一段；漢文說明：交熟牲式樣，二次交祭，羊鼻孔上，插油紙捻

子兩根點著，主祭人手托布瓦，點著包花，聽巫人誦念。（頁 41-42）  

圖說：「所得祭肉在蒙古神主前獻供式樣」（ baha amsun be monggo 

weceku jakade al ibure durun.）；圖說：「族人跪在蒙古神主前獻祭肉式樣」

（ mukūn ursei niyakūrafi  monggo weceku i  jakade amsun be al ibuha 

durun.）。（頁 43-44）  

                                                 
81 「莽紐」為滿文 mang nio的音譯，其義尚待考察。 
82 「發陽阿」為滿文 fayangga之音譯，意為魂。「祥初」和「蒙古」字樣不清，此據《薩滿教圖

說》。且「祥初」又有學者音譯作「香順」，其義亦有不同說法，如「從香火而來的神靈」，見

《薩滿教圖說》，頁 198，註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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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歌一段；漢文說明：「祭完蒙古祖宗，收了神像，隨急請大祖宗按

位。」（頁 45）至此祭蒙古祖宗儀式結束，將表示蒙古祖宗的神偶收起，

隨後舉行跳大祖宗等儀式。  

上述有關蒙古神、蒙古祖先的部分，是在整個典禮的前半段。雖然不

見得每個滿洲家族都和舒舒覺羅氏有同樣的祭祝過程，蒙古神的地位也未

必相當，甚至不一定有蒙古祖宗。但是從蒙古神的普遍存在來看，蒙古神

的角色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而特別保有蒙古祖宗儀式的滿族家族，或許在

其族譜裡可進一步發現蒙古祖宗的來歷。將來自蒙古先祖融入滿族重視祭

祖的傳統裡，很可能是滿蒙聯姻的結果，也是兩民族祭祀典禮融為一體的

明顯例證。  

總之，滿洲與蒙古有共同的薩滿信仰，雖然儀式、風俗細節各異，但

以薩滿信仰為共通背景，在天命觀、神話現象、神判行為、崇拜行為、乃

至於族源傳說都有關係。  

三、清朝入關前的滿洲民族與藏傳佛教  

（一）努爾哈齊、皇太極的宗教態度  

清太祖努爾哈齊的信仰，因為史料的限制，不能充分討論，就佛教信

仰而言，根據《建州見聞錄》所載：「奴酋常坐，手持念珠而數，將胡頸

繫一條巾，巾末懸念珠而數之。」 83這可以看出努爾哈齊的日常生活中是

有佛教因素存在的。天命二年（ 1617）前後，努爾哈齊兩次禮請駐錫科爾

沁的烏斯藏大喇嘛，斡祿打兒罕囊素（Ma. Orlog Darhan Langsu，?-1621），

為赫圖阿拉七大廟中的佛寺塑畫、開光、度僧；天命六年（ 1621），率領

徒弟、屬民自科爾沁蒙古投奔金國，努爾哈齊於新佔都城遼陽筵宴款侍，

一如蒙古諾顏禮遇喇嘛的虔敬面貌，並賞賜莊園、家奴。李勤璞先生認為：

囊素喇嘛是清朝第一位喇嘛領主，自此藏傳佛教在金國擁有政治地位，也

奠定了基礎。 84囊素喇嘛到遼陽三個月後去世，努爾哈齊敕命於城南建寺

                                                 
83 《建州見聞錄》是朝鮮人李民奐於天命四年至五年因禁於金國都城赫圖阿拉，歸國後所寫的

報告，引自李勤璞，〈白喇嘛與清朝藏傳佛教的建立〉，《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0（臺北，1998），
頁 70。 

84 李勤璞，〈斡祿打兒罕囊素：清朝藏傳佛教開山考〉，《蒙古學信息》，2002：3、4（呼和浩特，
2002），頁 17-29、12-23；2003：1、2（呼和浩特，2003），頁 36-43、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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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其舍利。天命七年（ 1622），由囊素喇嘛的同法門弟，白喇嘛（Ma. be 

lama， ?-1638）主持該廟事務，建立三寶，也有僧團制度。白喇嘛成為清

朝第一位藏傳佛教寺廟的堪布，即寺廟住持，是清朝藏傳佛教的建立者。

85天聰四年（ 1630），雖然金國遷都盛京已過了五年，但朝廷並沒忘記囊

素喇嘛，又於遼陽舊廟建造囊素喇嘛的舍利寶塔，立〈大金喇嘛法師寶記〉

滿漢二體碑文；順治十五年（ 1658），復立滿蒙漢三體碑文。這些都是清

朝在佛教事務上的創舉。 86 

清太宗皇太極時代，金國與周邊勢力的互動更加頻繁、複雜，而藏傳

佛教的角色也更為重要。關於皇太極對佛教的信仰，據《蒙古源流》的記

載，達賴喇嘛的使者，伊拉古克三胡圖克圖到盛京，除了備受皇太極禮遇

之外，奉伊拉古克三為「阿赤圖喇嘛」，還接受灌頂導引。 87從蒙古進貢

的禮品中，琥珀數珠、珊瑚數珠頗多，也反映了皇太極的喜好。 88而迎立

察哈爾部汗庭的大黑天護法，嘛哈噶喇神像至盛京，修建實勝寺奉祀，以

及興建盛京四寺、四塔，都是太宗時期最重要的佛教事業。  

只從宗教政策來觀察，統治者所表現的，可能是「不信」佛教的，雖

然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觸及歷史人物最深處的內心宗教世界，但是，朝廷政

策和統治者個人信仰，乃至於個人對宗教的理解、研究態度，並不能混為

一談。也就是不能只以朝廷的宗教政策而限制我們進一步探究歷史人物的

信仰表現。即使是對藏傳佛教有嚴厲的批判，也應考量相關背景，而非執

以做為「不信」的例證。 89  

努爾哈齊、皇太極時代，提倡、奉崇藏傳佛教的情形，主要應由金國

政治、文化的「蒙古性」、「蒙古色彩」，及其「地緣政治」，還有烏斯

藏內部佛教各宗派間勢力關係等方面來理解。明朝對喇嘛的推舉也在考量

                                                 
85 李勤璞，〈白喇嘛與清朝藏傳佛教的建立〉，頁 65-100。 
86 李勤璞，〈遼陽《大金喇嘛法師寶記》碑文研究〉，《滿語研究》21（哈爾濱，1995：2），頁 96-105；

李勤璞，〈遼陽喇嘛墳順治十五年三體碑文錄譯〉，《社會科學輯刊》，增刊 2（瀋陽，1998），
頁 219-226。 

87 烏蘭，《《蒙古源流》研究》（瀋陽：遼寧民族出版社，2003），譯文與注釋，第八卷，頁 474。 
88 例如：天聰十年三月丁卯、崇德元年十一月甲子，見齊木德道爾吉、巴根那編，《清朝太祖太

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乾隆本康熙本比較》，頁 381、404。 
89 畢生提倡佛教事業的乾隆皇帝也曾嚴厲批評五世達賴喇嘛等人的政教立場：「達賴喇嘛貌為恭

謹，其實心弗良」，見《製御詩文十全集》（北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卷 6，〈伊犁喇嘛

行〉，頁 56-57。他的意見是批評以佛教為妄自興亂的工具，也與清朝對西北準噶爾部的戰爭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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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90總之，金國的藏傳佛教傳播，滿洲精確地掌握這股勢力，也採取

了主動措施。  

西藏喇嘛到蒙古傳教，也受到滿洲勢力的吸引，很多來到金國。這時

金國一方面表示寬容恩養態度，另一方面也有了內政管理上的需要，宗教

政策於是出現。朝廷對佛教的批評也包括了對蒙古的批評，以及滿洲意識

的警覺。天聰八年（ 1634）四月丙辰，上諭曰：  

朕聞國家承天創業，未有棄其國語，反習他國之語者。棄國語而效

他國，其國亦未有長久者也。蒙古諸臣子自棄蒙古之語，名號俱學

喇嘛，卒致國運衰微。今我國官名俱因漢文，從其舊號，夫知其善

而不能從，知其非而不能省，俱未為得也。⋯⋯凡我國官名及城邑

名俱新易以滿語，勿仍習總兵、副將、參將、游擊、備禦等舊名。 91 

這裡強調蒙古國運衰微歸咎於蒙古自棄蒙古傳統，而佛教並非是蒙古、滿

洲的傳統，因此，以蒙古學喇嘛名號為誡，也嚴格要求金國官名、城邑名

不能使用漢語。另外，天聰十年（ 1636）三月庚申，上謂諸臣曰：  

喇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為名，潛肆雅淫，⋯⋯今之喇嘛

當稱為妄人，不宜稱為喇嘛。乃蒙古等深信喇嘛，糜費財物，忏悔

罪過，欲求冥魂，超生福地，是以有懸轉輪，結布幡之事，甚屬愚

謬，嗣后俱宜禁止。 92 

以上皇太極和朝臣的對話，議定查禁行為不法的喇嘛，又批評蒙古不分喇

嘛，一昧深信之不當。於是管理喇嘛的政策成為朝政要項。  

崇德二年（ 1637）二月庚寅，皇太極渡太子河，詣迎水寺禮佛。諭眾

僧曰：  

爾等既奉佛教，務講明經典，潔治身心，克守清規，方為有益。若

口宣佛號，身多敗行，有玷清規，究何益哉。命賞大宁、迎水兩寺

僧人銀兩。 93 

相較其後同年三月庚子，皇太極召諸喇嘛至崇政殿賜宴。 94由此可知，皇

太極對喇嘛可謂「恩威並施」，一方面尊重佛門，一方面嚴禁邪行亂法。

崇德三年（ 1638）七月辛巳，貝勒阿巴泰違法擅留喇嘛於家，理藩院以奏

                                                 
90 李勤璞，〈白喇嘛與清朝藏傳佛教的建立〉，頁 97。 
91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268。 
92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380。 
93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413。 
94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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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司，審實，「上命罰阿巴泰銀一百五十兩，以喇嘛交與察漢喇嘛。」

95由此可見，滿洲人應不可以隨便任意與喇嘛交往，違禁的喇嘛也有管束

處罰的仲裁者。這裡的「察漢喇嘛」與上述白喇嘛並非同一人，察漢喇嘛

屢次為清朝出使蒙藏地區，屢建功勛，順治二年（ 1645），在北京建立自

己的私廟，稱為「察汗喇嘛朝」，順治十三年（ 1656），皇帝賜號「達爾

汗綽爾濟」，建立自己的活佛系統，易名為「大清古剎」。 96 

崇德三年十二月丁巳，上聞喇嘛等不遵戒律，遣察漢喇嘛等諭席勒

圖、綽爾濟曰：  

朕若不懲治，誰則治之。凡人請爾喇嘛誦經者，必率眾喇嘛同行，

不許一二人私往，且爾喇嘛等又不出征從獵，何用收集多人？喇嘛

等皆曰：然，餘人俱當遣出。察漢喇嘛⋯⋯等以喇嘛之言還奏。上

曰：喇嘛處閑人雖多，然須於其中擇有用壯丁，能隨征行獵者，方

可取之，若怯懦無用之人，取之何益。於是以內齊托音喇嘛及諸無

行喇嘛等所私自收集漢人、朝鮮人俱遣還本主，給以妻室。以土謝

圖親王下一喇嘛、扎魯特部落青巴圖魯下一喇嘛不遵戒律，令之娶

妻，又不從，閹之。 97 

皇太極自任有宗教審判之權，不許一二喇嘛自往官民人家誦經，尤其針對

喇嘛私自收集屬民的情況，皇太極表示嚴格整頓的決心，不使宗教成為吸

收人力資源的亂源；要求不法喇嘛還俗取妻，不從者罰以閹割應是非常重

的處分。  

崇德八年（ 1643）二月庚寅，對寺院修建也有規定，上諭禮部曰：  

前有禁令，除部冊記載有名寺廟外，不許另行修建。如不遵從前禁

約，擅行創建修整者，或經部中查出，或被旁人及奴僕首告，治以

重罪。其該管牛彔章京、撥什庫亦罪之。 98 

這似乎是針對八旗的禁令，寺廟之建成為國家專有的權力，不准自建，與

蒙古地方建廟風氣的情況成明顯對比。不只是對待藏傳佛教，針對「和

尚」，可能是漢人的佛教也有規範。天聰五年（ 1631）正月十四日，據八

旗值月檔冊所載：  

停止和尚管和尚，八旗簡選賢能和尚八名為主，以鑲白旗和尚英許

                                                 
95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467。 
96 李勤璞，〈白喇嘛與清朝藏傳佛教的建立〉，頁 75。 
97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488。 
98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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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主。補放該主時，查革其娶妻假和尚，其真正和尚為和尚。 99 

由此可知，八旗內亦有和尚，而滿洲對待佛教確實有其政策。  

隨著藏傳佛教以及傳教喇嘛在蒙古、滿洲、明朝等的角色日益突出，

喇嘛們受到各方勢力的重用，以至於委派特殊任務。滿洲方面，白喇嘛不

僅建立清朝在金國時期的藏傳佛教教團，管理喇嘛事務，尤其承擔政治外

交工作，包括與明朝議和、看管拉攏在盛京三官廟的明朝俘虜、尤其參與

聯絡蒙古事務。 100 

崇德元年（ 1636）十一月甲子，皇太極「賜阿魯喀爾喀部落貢使衛征

喇嘛等衣服、緞布，察漢喇嘛等六十四人偕往喀爾喀馬哈撒嘛諦汗處，賜

汗及眾台吉物。」 101當時喀爾喀車臣汗積極興佛自重，以「馬哈撒嘛諦」

佛號為汗號，察漢喇嘛受朝廷之派出使喀爾喀，溝通政教事務。這時皇太

極已將聯絡對象從蒙古擴展至西藏，想延請達賴喇嘛前來。崇德二年

（ 1637）八月辛丑，馬哈撒嘛諦塞臣汗，遣使進表文曰：「聞欲延致達賴

喇嘛，甚善，此地喀爾喀七固山及厄魯特四（四俄一羅特）部落亦有同心，

乞遣使者過我國，同往請之。」 102喀爾喀部表示願意階同皇太極派出使臣

延請達賴喇嘛。隨後，喀爾喀部土謝圖汗使臣、台吉華喇忒使臣等亦來使

表示相同意願。 103 

崇德四年（ 1639）十月庚寅，皇太極遣察漢喇嘛等，致書圖白忒部落

汗，又與達賴喇嘛之書，開頭稱「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致書於掌佛佛法大

喇嘛。」 104又數次派喇嘛使者前往延請，崇德五年（ 1640）正月癸亥，皇

太極致遣喇嘛諾木漢詢於土謝圖汗，了解是否仍要一同遣使延請達賴喇

嘛。 105同年二月辛酉，諭額爾德尼達爾漢等曰：「爾等不可在歸化城久居

牧馬」，「宜即前往聖僧喇嘛處，以達延請之意」，並再派「同去之人一

半及土默特之人先往馬哈撒嘛諦塞臣汗、土謝圖汗、查薩克圖干處」了解

一同延請之事。 106崇德七年（ 1642）十月己亥，達賴喇嘛遣伊拉古克三胡

                                                 
99 中國第一歷史館案館，〈天聰五年八旗值月檔（一）〉，《歷史檔案》，80（北京，2000：4），頁

5。原檔為老滿文，關孝廉編譯。 
100 李勤璞，〈白喇嘛與清朝藏傳佛教的建立〉，頁 65；李勤璞，〈明末遼東邊喇嘛〉，《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3（臺北，1990），頁 563-617。 
101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404。 
102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436。 
103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437。 
104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519。 
105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525。 
106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528-529。 



第一章 滿蒙一體                                                                  37 

 

土克圖、戴青綽爾濟等至盛京， 107受到隆重招待。可見清朝的喇嘛使臣多

少達到了目的。崇德八年（ 1643），五月皇太極更為積極致書於西藏各方

勢力，包括達賴、班禪顧實汗，及其政敵藏巴汗、紅帽喇嘛噶爾馬等。108同

年九月戊申，於藏地擁有實權的厄魯特顧實汗即遣使前來，西藏方面正式

致書皇太極延請達賴喇嘛東行，建言達賴喇嘛功德甚大，應請延至京師，

以為福佑生靈之計。 109五世達賴終於順治九年（ 1652）十二月扺達北京。  

入關之後喇嘛在處理蒙藏事務上重要角色，仍然持續擴大，乾隆時代

的章嘉呼圖克圖在政教上的地位及影響力，即與清朝入關前的經驗相聯

繫。  

（二）嘛哈噶喇金像與制誥之寶  

皇太極時代不是只有禮遇蒙古來的喇嘛、延請達賴喇嘛，而最重要的

宗教措施則是迎請蒙古察哈爾汗庭的大黑天護法－嘛哈噶喇金像，建廟奉

祀，繼而清朝又建立實勝寺，做為清代盛京地區的首要皇寺。皇太極於天

聰九年（ 1635）改國號為大清，四月改元崇德，同時於七月建立實勝寺，

後竣工於崇德三年（ 1638）七月。實勝寺即以嘛哈噶喇廟為主寺，至少於

天聰十年（ 1636）一月前已建成。 110 

天聰八年（ 1634）十二月十五日，墨爾根喇嘛載察哈爾汗國之大黑天

金像來投滿洲，喇嘛見察哈爾林汗不戰自遁，知「天運」已歸滿洲，故載

金像來歸。 111大黑天嘛哈噶喇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的主要護法神，不只察哈

爾林丹汗信奉薩迦派，更早的漠北喀爾喀阿巴岱汗於十六世紀亦首先傳播

薩迦派，膜拜嘛哈噶喇。 112而林丹汗的這尊大黑天金像頗有來歷，據官書

所載以及李勤璞先生的考察，大黑天是薩迦派的重要護法神，皇太極所迎

請的，就是元世祖忽必烈的帝師八思巴喇嘛曾以千兩黃金打造的神像。八

思巴於 1257 年夏秋駐錫五臺山，將大黑天金像帶往；後來再回西藏薩迦；

                                                 
107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613-614。 
108 王俊中，《五世達賴教政權力的崛起》（臺北：新文豐出版社，民 90（2001）），頁 155-156。 
109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646。 
110 李勤璞，〈盛京嘛哈噶喇考證－滿洲喇嘛教研究之一〉，《藏學研究論集》，第七輯（拉薩：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5），109-110，李勤璞參考《滿文老檔》、《清實錄》等史料考察嘛哈噶喇廟

的興建早於實勝寺。 
111 《清實錄‧太宗文皇帝實錄》，卷 21，頁 282。 
112 參見那本吉拉，〈元明清時期蒙古人的摩訶葛剌神崇拜及相關文學作品研究（續完）〉，《中國

藏學》，2001：3（北京，2001），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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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爾林丹汗於 1616 至 1617 年間，迎請薩迦派班辰沙爾巴（夏兒把）呼

圖克圖，接受灌頂，致力於建寺、譯經活動，沙爾巴並且把大黑天金像自

薩迦帶至林丹汗國。林丹汗身死亡國之後，天聰八年（ 1634）十二月十五

日，沙爾巴生前弟子，墨爾根喇嘛即將此金像及上師遺骨運載至滿洲，存

於實勝寺。據實勝寺滿蒙漢藏四體碑文所載，此嘛哈噶喇之名滿文寫做 :gur 

mahag’ala，藏文寫做： gur mgon，意為「寶帳怙主」。 113 乾隆時代官書

《皇清開國方略》亦記錄此事，滿文本將嘛哈噶喇記為 gur maha g’ala。 114 

崇德四年（ 1639）正月三日，實勝寺落成後不久，皇太極首次以新年

禮率和碩親王以下宗室公以上，幸實勝寺拜佛禮。先至佛前，皇太極及眾

人免冠行九跪九叩禮，繼至嘛哈噶喇金像前亦行禮如前。115崇德五年（ 1640）

正月戊午，皇太極「率和碩親王以下梅勒章京以上，幸實勝寺，焚香禮佛

畢，出門外賞其住持喇嘛僧人銀兩有差。」 116這時朝廷於元旦新年，謁堂

子、回宮拜神、祭太廟等各種宗教祭祀，已經是多元的國家祭祀禮儀，入

關後亦類此。  

與大黑天金像有同樣重要象徵意義的，是滿洲又自察哈爾得到傳國玉

璽。皇太極得到傳國玉璽的過程可見於《滿文原檔‧天聰九年》。天聰九

年（ 1635）五月，金國再征察哈爾部，八月二十六日，多爾袞等四貝勒征

察哈爾時，聞元代所傳歷代傳國玉璽藏於林丹汗妻蘇泰太后，往索得璽，

為雙龍紐之漢篆「制誥之寶」四字。117此間接促成皇太極於天聰十年（ 1636）

四月即帝位，改元崇德，建國號大清。傳國玉璽以及大黑天金像，「皆成

為太宗繼承蒙古汗統一全國之政治資本。」 118 

「制誥之寶」於清初經常鈐印於重要文件上，而嘛哈噶喇的奉祀於入

關後持續為清朝重視。入關之後，滿洲皇帝時常東巡祭祖，也必於盛京實

                                                 
113 李勤璞，〈盛京嘛哈噶喇考證－滿洲喇嘛教研究之一〉，頁 96-107。八思巴將大黑天金像帶回

薩迦的時間可能是 1264 年和 1274 年其中一次。又此金像於 1946 年 3月被盜。另參見李勤璞，

〈盛京實勝寺漢文碑記研究〉，《遼海文物學刊》，17（瀋陽，1994：1），頁 123-126。 
114 《皇清開國方略》，滿文本，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 
11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清代檔案史料叢編》，第十四輯（北京：中華書局，1990），「盛京吏

戶禮兵四部文」，頁 119。 
116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524-525。 
117 《舊滿洲檔》（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 58（1969）），冊 9，頁 4427-4428；另見《清朝

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頁 338-339，天聰九年八月戊寅朔。林丹汗於天聰八年

閏八月初七日病殂於大草灘，不久金國先後從察哈爾部得到傳國玉璽以及大黑天金像。 
118 參見金啟琮，《清代蒙古史札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頁 58-60。金啟琮

先生指出：元朝皇帝即位前受戒時所供，即為嘛哈噶喇，清太宗得之表示繼承元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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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寺獻祭；睿親王多爾袞率八旗軍進攻中原時，軍中祀奉嘛哈噶喇，兵士

以它為護身佛。睿親王府後來改建為嘛哈噶喇廟；皇家御苑裡的供奉情

況，至少包括：中南海萬善殿後穿堂有嘛哈噶喇廟、北海白塔主供之佛也

是嘛哈噶喇；嘛哈噶喇也是紫禁城內眾多佛堂的主要護法神，寶相樓、梵

華樓的十八幅護法眾神像，即有十一幅是嘛哈噶喇的各種變像，尤其是「六

臂嘛哈噶喇」，在清宮被稱做「六臂勇保護法」，乾隆四十四年（ 1779），

六世班禪進獻六臂嘛哈噶喇唐卡，尤為乾隆皇帝所重視。 119 

清朝入關之後，清朝政權與大黑天嘛哈噶喇的關係，仍然在蒙藏地區

流傳，也留下記載，也成為清朝開國的「新神話」。這些神話故事主要是

將林丹汗死後其福晉囊囊太后、蘇泰太后及以子額哲、阿布鼐之所以投歸

滿洲，歸因於嘛哈噶喇的指示。神話內容略言：神像平時面像南面，後來

轉向東面之滿洲；於是他們前往位於東方的皇太極，也把傳國玉璽也獻出

來，這個玉璽也變成了自秦國傳下的「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蟲鳥書；

而且白駝載嘛哈噶喇金像、金字喇嘛經、傳國玉璽至某地即臥地不起，此

地即實勝寺內之嘛哈噶喇樓。 120 

總之，西藏喇嘛自蒙古東來，即是「天命所歸」。清朝成功地把佛教

因素做為支持清朝建國的「合理性」，以及「滿洲中心」的意識，更是透

過蒙藏民族人士主動地著述立論，將滿洲政權與佛教結合一起，這種滿蒙

藏關係，以下章節將有進一步討論。  

滿蒙一體實有宗教信仰的背景，從傳統上以多元成分混合的薩滿信仰

到藏傳佛教為政教關係的主要訴求。滿洲統治者對待藏傳佛教的態度：「他

們是既崇信它，又加以制度化以便管理和為己所用，以達致天朝的太平。」

121 

 

 

                                                 
119 參見王家鵬，〈嘛哈噶喇神與皇家信仰〉，《紫禁城》，90（1996：1），頁 32-35；另參見 Yao Wang, 

“The Cult of Mahakala and A Temple in Beijing.”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2(Fall, 1994), pp. 
117-126. 

120 相關傳記可見於十八世紀的蒙古史學作品，例如：（清）固始噶居巴‧洛桑澤培著，陳慶英、

烏力吉譯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頁 20-21；另外也見於《金輪

千輻》、《金鬘》、《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盛京通志》等書，引自那本吉拉，〈元明清時期蒙

古人的摩訶葛剌神崇拜及相關文學作品研究（續完）〉，《中國藏學》，2001：3，頁 108-110。 
121 李勤璞，〈敬答王俊中先生〉，《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臺北，1999），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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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天命觀  

滿洲民族的天命觀念來源，如同入關前的信仰情況，是多元複合而成

的。其重要性在於有效地滿足各方政治勢力的需要，使政權具有所謂的「正

當性」（ legit imacy）。清朝政權的天命，本身有理論基礎，尤其是清朝能

具體、持續實踐之。各民族的敬天思想，其來源是複雜多元的，而由建州

女真發展而來的滿洲勢力，尤其是一個後起的、雜揉多方文化的形成過

程。滿洲與蒙古有共同的薩滿信仰基礎，應是滿洲容易進行文化調適的重

要條件。  

「天命」是清朝入關前特色鮮明的政治文化要項。討論「天命」的意

涵與清朝立國的基礎，頗有助於了滿洲政權的基礎及其「正當性」。政權

合理性的討論，不該只偏重對漢文化的滿足，至少應考慮到蒙古方面。 122 

滿族傳統薩滿信仰裡，對天的特別崇敬，據學者指出：努爾哈齊在壯

大勢力的過程中「天」的觀念尤其明顯，此乃是「借自蒙古」，在滿族歷

史傳統固有「天神」（Ma. abkai  enduri）觀念的信仰基礎上，發展出與蒙

古「長生天」相仿的天的觀念，努爾哈齊在重大戰役前向天祈禱，向天所

求的內容乃至於禱祠的格式、用語簡直如出一轍，尤其以奉天命行事自

詡，突顯行為的正當性。 123 

張振揚指出：清朝在入關前已不斷於各種場合表現擁持「天命」的立

場，入關之後，天命的信仰更顯「儒家化」，「德」、「災異」的概念逐

步成為天命觀念的中心，於雍正時代達於開峰，同時也配合修史、修改歷

代帝王祀典，以及《聖諭廣訓》的宣講，以倫常之綱取代了夷夏之防。124他

也強調：清朝在入關之後雖然力行「崇儒重道」政策與儒家化的頃向。潘

志群主要針對清朝入關後，滿洲為了統治「中土」、面對漢人的夷夏分別

的意識形態，採取了一連串宣示其確得「天命」、建立「統治正當性」的

措施，除了武力征服，還包括了：討伐流寇、為明復仇；遷都北京，改定

歷代帝王祀典名單；祭祀明朝帝陵；頒佈曆書，改易服制；尤其康熙皇帝

                                                 
122 張振揚，〈「天命靡常」與「夷夏之防」－談清初支配正當性的建立〉，頁 2。張振揚先生的論

文已約略提到薩滿信仰是滿洲、蒙古和北方通古斯語族的共同天命觀的基礎，但是，清朝對

蒙古、西藏、回部等民族統治的正當性則不在其論旨範圍。 
123 劉小萌、定宜庄，《薩滿教與東北民族》，頁 112、116-123。書中說明：這是因為蒙古相較於

滿洲是較先進的民族，而且，努爾哈齊向蒙古「尋求」蒙古天的觀念做為思想武器，也未必

是自覺的行為。 
124 張振揚，〈「天命靡常」與「夷夏之防」－談清初支配正當性的建立〉，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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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家經典論釋的改造工程。 125但是上述研究成果雖顯示、強調滿洲在許

多觀念上的「儒家化」傾向，此應不能等同於「滿族漢化」。  

另外，若了解「天命」觀點對蒙古方面的重要性，就不致於過於誇飾

佛教因素在清朝統治蒙古過程中的角色。關於天命的觀念，較為人熟知

的，是「天人感應」思想。古代巫覡信仰或薩滿信仰，都是相信萬物有靈，

是多神的泛靈信仰，而靈魂不滅，於宇宙三界之空間，更可以互滲與相通，

於過去、現在和未來的時間裡，也可以相通、感應和人神合一。這也是天

人感應的政治理念產生的基礎。 126 

和「天命」有關的表現，可謂「充斥」在努爾哈齊、皇太極以來的官

方言論之中，也成為行動、理事的最高準則。宋德宣先生歸納努爾哈齊、

皇太極兩位滿洲君主的天命觀的特徵，包括：天是有知有覺的人格神，天

神地祗可相提並論，天別特鍾愛弱小卻有天命的滿洲；天是人類社會的主

宰，天意可主宰興亡，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汗乃是天之子；汗奉天理民；

上天是是非的權威裁判者；上天之命是人與人、族與族之間，國與國外交

的準則；倫理觀、宗教觀的指導；天命是社會歷史觀的基礎等。 127 

以蒙古角度而言，蒙古史學界普遍認為十七世紀薩岡徹辰所著《蒙古

源流》，對滿洲統治持否定態度，有明顯的「反滿」觀點。 128薩岡徹辰對

於清朝開國的描寫，似乎刻意迴避了上述對蒙古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嘛哈噶

喇金像和傳國玉璽先後為清所有的史事，但是他直接自努爾哈齊的歷史說

起，並引用佛教人士的觀點，說他是「大有天命的人」。 129  

 

 

 

                                                 
125 潘志群，〈清初的統治正當性問題〉（臺北：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2004）。 
126 莊吉發，〈朝鮮與清朝天人感應思想的比較〉，《清史論集》，第一輯（民 86 年（1997）），頁

207-234。 
127 宋德宣，《滿族哲學思想研究》（瀋陽：遼寧大學出版社，1994），頁 109-124。 
128 沙‧比拉著，陳弘法譯，《蒙古史學史》（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頁 224。包文漢、喬吉
編著，《蒙文歷史文獻概述》（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頁 58。 

129 烏蘭，《《蒙古源流》研究》，卷 8，頁 472。蒙文寫做：yeke（大） jayaγatu （造化、命定、
天賜；出生的尊敬詞）kümün（人），見同書頁 720。另參見乾隆年間敕譯，漢文本，《欽定蒙

古源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頁 13，寫做：「有大福之人」；滿文本，寫做：amba 
hūturi bisire niyalma，《滿文本蒙古源流》，收入朴相圭，《우라 알타이 人文叢書》（서올：亞細

亞文化社，1986），冊 7，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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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八旗蒙古 

一、八旗蒙古的建立  

八旗蒙古是清朝八旗制度內的成員，與滿洲八旗、漢軍八旗組合成八

旗制度。  

清朝入關前，漠南蒙古的科爾沁、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羅斯等部，

因為交兵戰敗、滿蒙聯姻、蒙古部族間的衝突等原因，也有因為滿洲新興

的經濟勢力所吸引，在天命、天聰年間紛紛前來歸附滿洲，許多蒙古氏族

便先後編入「八旗滿洲」之內，他們的來歸的氏族、年分、世居地、所屬

滿洲旗籍與職司，乃至於國初至雍正年間所立戰功事蹟可見於根據乾隆九

年（ 1744）所修竣的《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以及乾隆五十二年（ 1787）

的《欽定皇朝通志》二書。《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錄了滿洲、蒙古、

高麗（朝鮮）、尼堪（漢人）共 1163 姓，而其中的蒙古姓氏合計有 268

姓氏，傳主有 495 人。 130 

八旗的基層組織是「牛彔」（Ma. niru），後來改稱為「佐領」，根

據乾隆年間刊行的《欽定八旗通志初集》和嘉慶年間刊行的《欽定八旗通

志》的記載，在所謂「國初」、「盛京初編牛彔時」等年代不詳之牛彔，

是指在天命十年至崇德八年（ 1625-1643）年間編立的。131天命六年（ 1621），

始編立蒙古牛彔， 132蒙、金之間尚無大戰，歸降、受俘者較少，所以可供

編蒙古牛彔的也少。但是在天命九年以前，清太祖努爾哈齊已對內附蒙古

有兩種統轄初式，其一是上述的編入滿洲八旗下之「蒙古二旗」，其二是

蒙古貝勒之二旗，包括科爾沁部的烏魯特以及喀爾喀，蒙古貝勒二旗在天

聰六年被取消，併入前者。 133 

蒙古牛彔編立的高峰還是在天聰年間，這和蒙、金之間的戰爭有直接

的關係，特別是針對蒙古大汗、黃金家族的嫡系，察哈爾蒙古的戰爭。皇

                                                 
130 徐凱、常越男，〈蒙古氏族與八旗滿洲旗分佐領〉，《滿學研究》，第七輯（北京：民族出版社，

2002 年），頁 232-235。據徐凱統計，《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之卷 66至 71，收錄蒙古姓氏

235姓，傳主 457人；《欽定皇朝通志》之〈氏族略‧滿洲八旗姓〉中對前書進行補錄，新增

有蒙古姓氏 33姓，傳主 38人。 
131 趙德貴，〈清前期蒙古旗分佐領研究－從《欽定八旗通志》說起〉，《滿學研究》，第七輯，頁

258-260。 
132 王鍾翰，〈清初八旗蒙古考〉，《清史雜考》（北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 118-120。 
133 王景澤，《清朝開國時期八旗研究 1583-1661》（長春：吉林文史出版社，2002），頁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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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即位後是年（ 1626）冬季，金國即派兵攻討附屬於察哈爾的「喀爾喀

五部」之扎魯特、巴林，俘獲人畜無數；天聰元年（ 1627）二月，喀爾喀

五部之奈曼、敖漢亦為金所迫，舉國來歸，五部全部歸附；喀喇沁部位於

察哈爾、明朝、金國三方勢力之間，也投降於金國，察哈爾勢力進一步削

弱；天聰二年（ 1628），皇太極與林汗丹正式交兵，敗察哈爾於大凌河上

源，再於同年九月，率領科爾沁、敖漢、奈曼、巴林、喀喇沁各部蒙古討

伐察哈爾，且迫使同屬漠南蒙古的土默特二部附金，致使明朝北部邊防崩

潰；天聰五年（ 1631），金國第二次出兵察哈爾，林丹汗於西逃路中病死，

察哈爾部解體。天聰九年（ 1635）四月，金國察哈爾汗子額哲、蘇泰太后

率部民一千戶歸降，至此察哈爾國滅亡，漠南蒙古歸入金國版圖。 134 

金、蒙戰爭中大量的投誠者與戰俘，促使蒙古牛彔的編立數目大幅成

長。據《欽定八旗通志‧旗分志》統計，天聰四年到九年（ 1630-1635）共

編立蒙古牛彔 51.5 個，加上其他年代不詳者，蒙古牛彔總數約在 70 個上

下。 135 

漠南蒙古，特別是察哈爾蒙古被金國征服的過程，也就是八旗蒙古編

成的過程。 136天聰九年（ 1635）二月，金國編審內、外喀喇沁蒙古壯丁，

共 16,953 名，分為十一旗，令「舊蒙古固山」兼轄，此十一旗之前三旗編

入壯丁 9113 名，分配給喀喇沁及左右土默特二部，而餘下壯丁 7830 名，

按八旗滿洲建制，分入「舊蒙古固山」，正式形成八旗蒙古。因此，八旗

蒙古可是說是由內、外喀喇沁和「舊蒙古」三部分組成新的旗分（Ma. gūsa，

固山）。外喀喇沁，亦稱「新喀喇沁」，是天聰後期來投，未編入八旗滿

洲屬下，壯丁較多，為此次編審重點；內喀喇沁又稱「舊喀喇沁」，乃是

較早歸附，已歸入八旗滿洲；至於「舊蒙古」，是早先編於八旗滿洲屬下，

舊喀喇沁以外的蒙古，來自漠南各部蒙古，也有一部分是關內、關外歸附

金國的蒙古人，例如：「葉赫地方蒙古」、「錦州來歸之蒙古」、「巴嶺

地方蒙古」等，由於歸附較早，人數亦多，已編入八旗滿洲屬下之蒙古牛

彔，故被稱為「舊蒙古」，並成為組織八旗蒙古的主體。此次編審之前已

存在的「舊蒙古固山」，即舊蒙古旗，一如八旗滿洲旗制分做四正四鑲。

此後在對蒙古、對明朝的戰爭過程中，亦不斷建設八旗蒙古，補充蒙古牛

                                                 
134 《清通鑑》，冊 2，頁 505-506。 
135 趙德貴，〈清前期蒙古旗分佐領研究－從《欽定八旗通志》說起〉，頁 260-261。 
136 王鍾翰，〈清初八旗蒙古考〉，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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彔額數。 137 

八旗滿洲內含蒙古牛彔，以及八旗蒙古的建立，都是打造新興的滿洲

民族共同體的結果，這一部分的蒙古人成為滿洲民族的重要成員。八旗蒙

古不但是一支八旗勁旅，也在民族通婚、教育學習、科舉考試等方面朝廷

有相近的政策，八旗之內的蒙古氏族成員在生活習慣上也有「滿洲化」的

表現。 138不論是滿洲王公貴族與各部蒙古王公的聯姻，還是八旗內部的婚

配活動，都是一種「一體」的表現。  

八旗蒙古還是清朝管理包括蒙古各部的廣大藩部，及其他少數民族的

重要依靠力量。八旗蒙古可藉由文官、武官的途徑入仕，包括有八旗內部

系統和政府機構中的蒙古官缺。內閣大學士、軍機處大臣、六部尚書等重

要衙門，出身自八旗蒙古者甚多，理藩院內部的蒙古官缺尚超過滿洲缺，

是故清代八旗蒙古的政治地位是相當高的。 139 

二、八旗蒙古與儒學文化  

《聖諭廣訓》是清朝崇儒重道政策的產物，八旗蒙古與其他旗人一體

接受儒學文化，蒙古旗人也成為推動儒學教育的文化人。  

雍正八年（ 1730）正月二十四日，鑲白旗蒙古都統齊爾薩奏請將《聖

諭廣訓》譯成蒙文，這是特別針對察哈爾蒙古的文教措施，該摺略謂：  

聖主念官兵不時下頒訓旨，且又將《聖諭廣訓》特命以清、漢文刊

印，遍賞八旗、直隸官兵乃至民人。因八旗官兵諷誦學習皇上賞賜

之聖訓，俱皆大受勉勵，發奮自新。唯八旗察哈爾官兵不識清、漢

文，亦不通清語，是以未賞聖訓。伏乞聖主施恩，令將《聖諭廣訓》

交付該地方譯成蒙古話兼清文，賞給八旗察哈爾地方總管等，不時

教習其屬下官兵。 140 

                                                 
137 趙德貴，〈清前期蒙古旗分佐領研究－從《欽定八旗通志》說起〉，頁 262-266。王鍾翰先生則
強調：至於在天聰七年以前，已有「蒙古二旗」存在，當時正式的名號叫做「右營」和「左

營」，見王鍾翰，〈清初八旗蒙古考〉，頁 121。 
138 徐凱、常越男，〈蒙古氏族與八旗滿洲旗分佐領〉，頁 253-256。 
139 張永江，〈八旗蒙古任官初探〉，《蒙古史研究》，第三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

年），頁 150-181。蒙古旗人官僚的任職分析參見：村上信明，〈乾隆 40年代後半以降の担當し

た蒙古旗人官僚〉，《史峰》，第十號（茨城，2004.2），頁 1-18。 
14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下冊，頁

1920，雍正八年正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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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摺可知：《聖諭廣訓》在雍正八年以前已譯成滿文，此後又有滿、蒙、

漢三體版本刊行。  

康熙年間，朝廷增設新的八旗專門教育機構，包括有：景山官學、盛

京左右翼官學、黑龍江兩翼官學；此外更有「義學」的設立，擴及蒙古旗

人學習蒙古語文。 141義學的設立，大開教育之門，加上朝廷鑑於八旗另戶

之領催、馬甲、步甲、閑散人等並無陞遷之途，乃令考試清、漢文書翻譯，

及楷字，及格者用於「八品筆帖式」，做為八旗子弟進身之階，對於各部

院衙門行政，實有俾益。 142 

雍正年間，滿文與蒙文的文書翻譯人才培養，朝廷有進一步重要措

施。雍正九年（ 1731）四月，清朝設立「蒙古翻譯科」，正式以科舉形式

取用蒙古文翻譯人才。在此之前的翻譯鄉試與蒙古文無關，「滿洲、蒙古

通漢文者，翻漢字文一篇，未能漢文者，作清字文一篇，漢軍文章數篇，

如漢人例。」 143 

雍正元年（ 1723）九月，鑲黃旗蒙古副都統齊爾薩奏請，於八旗蒙古

各佐領設學，教習蒙古文，以保全「蒙古之道」； 144同年十一月，內閣侍

讀學士桑額又針對「內閣蒙古文中書」因專事各項蒙古文諭旨、封冊、敕

書、碑文、祭文等蒙古文之撰寫，奏言蒙古旗人中式進士、舉人，先入蒙

古官學學習蒙古文。 145內閣侍讀學士桑格以朝廷尚無考試蒙古文翻譯，為

充實內閣蒙古堂、理藩院之蒙古文翻譯人才，奏請亦應照八旗滿洲每年考

試，考選學優能譯之人。 146雍正四年（ 1726），「蒙古翻譯考取生員題目，

於清字《日講四書》內，照漢文限三百字為題，令翻譯蒙古文一篇。」147繼

雍正二年朝廷開滿洲翻譯科之後，終於雍正九年開蒙古翻譯科，以理藩院

官補用。這是鑑於蒙古旗人能使用蒙古語言翻譯者日益減少，蒙古語言文

字恐漸至廢棄，是故依照清文翻譯的條例，三年內，考取生員兩次，舉人

一次，進士一次。蒙古翻譯科所要求的，是將滿文翻譯成蒙古文。 148 

                                                 
141 白新良，〈順康雍時期八旗教育述評〉，收入《鄭天挺先生百年誕辰紀念文集》（北京：中華書

局，2000 年），頁 238-241。 
142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 2533，無年月。 
143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光緒朝）》，卷 363，禮部，貢舉，繙譯鄉會試一。順治八年定。 
144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373，雍正元年九月二十三日。 
145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502，雍正元年十一月十四日。 
146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 2533，無年月。 
147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 365，禮部，貢舉，繙譯童試。 
148 《清實錄‧世宗憲皇帝實錄》，卷 105，頁 395，雍正九年四月壬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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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八旗蒙古在儒學文化的表現確實值得重視，除了政治地位之

外，其文化地位也頗為特殊。他們的旗籍身分，做為清朝臣僕，又同時具

有「蒙古民族意識」，如富俊等人，尚能致力於滿蒙民族語言的學習推廣，

這些八旗蒙古菁英，也成為滿洲政治文化的「推手」。 149清朝重視民族文

化強調勿忘「根本」，這是滿洲統治除了本民族之外，唯一曾關心過他族

的根本，即「蒙古之道」。 150 

 

圖 1-1 蒙古祖宗等神主示意圖  引自《祭祀巫人誦念全錄》  

 

 

 

 

 

 

 

 

 

 

                                                 
149 富俊推廣滿蒙語文的成果參見第六章。 
150 關於「蒙古之道」的材料，參見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9, 379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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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滿文大藏經》經板「大黑天 Ma. gur mahag’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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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制誥之寶」印文  引自《明清檔案存真選輯》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