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蒙古源流：清國史館纂修《蒙古王公表傳》  

本章討論清朝纂修蒙古史的工作，清朝如何將蒙古史納入清國史的過

程。「蒙古」對清朝來說不只是部族之一、外藩的組成成分，蒙古的歷史

在清朝看來也應是國史的組成部分。清朝以前，雖有明朝初年纂修的《元

史》，但這是正史的延續，為前朝修史，限於「元朝」的範圍，而清朝則

是為蒙古各部成員纂修「源流」及「王公」與清朝關係的歷史。官修國史

固然是「漢文化」傳統的史學工作，然而也只有在滿洲政治文化的發展之

下，清朝才能完成到為「他族」纂修歷史的成績。清朝入關之前，清太宗

修纂《清太祖武皇帝實錄》，其中〈諸部世系〉內載烏拉、哈達、葉赫、

輝發等四部族史，其中葉赫國的始祖即是蒙古人。 1早在乾隆朝廷修纂《欽

定蒙古源流》、《蒙古王公表傳》之前，我們發現滿洲民族已經有處理「他

族」歷史的經驗，此即歷朝正史的滿文譯本。因為重視這些部族，連帶重

視該部的歷史，將之納入清朝國史的範圍，其中「蒙古」正佔有最重要的

分量。   

第一節 蒙古史與清朝官修國史 

一、從滿文譯本《元史》到《元史國語解》  

清朝入關前滿蒙關係互動頻繁，滿洲對蒙古史已有認識，而且興趣濃

厚。清太宗皇太極即諭令將《元史》從漢文譯成滿文，自崇德元年（ 1636）

五月始正式翻譯，於崇德四年（ 1639）六月完成，當時也將《遼史》、《金

史》等經史譯成滿文。 2當然，這種以史為鑑的翻譯目的，並不能算是正式

的修史。滿文本《元史》，滿文書名寫做「大元國史」（Ma. dai yuwan gurun 

i  suduri），共十四卷，第一卷內容包括族源傳說以及元太祖事蹟，以下卷

                                                 
1 《清太祖武皇帝實錄》，漢文本，順治年間重繕本，頁 6-9，收入《故宮圖書季刊》，1：1（1970.7），
頁 61-63；亦可參見《滿洲實錄》。 

2 關於清初滿文譯史的工作，參見井黒忍，〈満譯正史の基礎的檢討－《満文金史（aisin gurun i 
suduri bithe）》の事例をもとに〉，《満族史研究》，第三號（東京，2004），頁 11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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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依次為元代各朝史事。所述內容與現存《元史》版本稍有不同。以卷一

首段為例：  

dai  yuwan gurun i  da gebu monggo, monggo gurun i  unggu mafa 

bodancar,  hala ci  u wen. bodancar i  eme i  gebu alūn gūwa, alūn gūwa, 

dobon mergen be gaifi  banjihangge juwe haha jui .  amba jui  gebu bugu 

hatagi,  jacin jui  gebu buhūci  salci ,  dobon mergen akū  oho manggi,  alūn 

gūwa anggasi  ofi  emu dobori  tolgin de šanggiyan elden monggo boo 

dosif i ,  aisin boconggo enduri  ubaligafi(ubaliyafi)  deduhe, besergen 

baru j iderede alūn gūwa gelehei getefi ,  tereci  beye de ofi  bodancar be 

bajiha(banjiha).3 

對照漢文本《元史》內容：  

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真，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其十

世祖孛端叉兒，母曰阿蘭果火，嫁脫奔咩哩犍，生二子，長曰博寒

葛答黑，次曰博合覩撒里直。既而夫亡，阿蘭寡居，夜寢帳中，夢

見光自天窗中入，化為金色神人，來趨臥榻。阿蘭驚覺，遂有娠，

產一子，即孛端叉兒。 4 

以上滿漢文內容不同之處，如漢文首句，滿文譯做：大元國原名蒙古，蒙

古國之始祖孛端叉兒，姓奇渥溫。沒有提到武皇帝、鐵木真的名字，而且

滿文本裡所有的人名，似乎都有經過一番考訂，除了「奇渥溫」是到了乾

隆三十一年（ 1766）才有新的考證，並引起一連串的《元史》校改工作。  

校改工作即是重新考訂各種人地名物詞彙，校正元朝史實，最後編成

《元史國語解》。《元史國語解》與《遼、金史‧國語解》並稱作《遼金

元三史國語解》，於乾隆四十七年（ 1782）成書編入《四庫全書》。《金

史國語解》的校正最早，乾隆四年（ 1739），重刊二十一史，其中《金史

國語解》遲至十二年（ 1747）完成載入武英殿刊本《金史》，其後又有多

次修正。《元史》的改正工作可能較晚。 5 

乾隆年間修纂《遼金元三史國語解》只是針對特殊詞彙的注釋與考

證，不是正式的史著。對於蒙古歷史的關注還是表現在乾隆年間對《欽定

                                                 
3 引自崔鶴根，《蒙古諸汗 源流의 寶綱》（서올：玄文社，1985），頁 438。括號裡的文字是更正

後的滿文拼音。 
4 楊家駱，《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北：鼎文書局，民 81（1992）），冊 1，本紀，第一，太
祖，頁 1。 

5 關於《遼金元三史國語解》的改訂修纂情形，參見第五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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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源流》、《蒙古王公表傳》的纂修。  

二、考證蒙古姓氏與《欽定蒙古源流》  

清朝重新對蒙古之源流感到興趣約在乾隆三十一年（ 1766）左右。乾

隆皇帝對於成思斯汗之后裔俱為「博爾濟吉特氏」，與《元史》等書將元

朝皇帝寫為「奇渥溫氏」不同，於是徵諸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得其家藏

《蒙古源流》一書，才知道其中訛傳的緣由：  

「奇渥溫」乃「卻特」之誤，蓋蒙古書「卻特」與「奇渥溫」字形

相似，當時宋濂輩承修《元史》，既不諳其國語，又不辨其字文，

率憑粗識蒙古字之人妄為音譯，遂誤以「卻特」為「奇渥溫」，不

啻魯魚之舛。 6 

總之，這是明初修史人員誤讀誤判了蒙古字母才得出錯誤的讀音。不

過，清廷考證出來正確的姓氏讀音之後，關於這個姓氏字義的解釋卻也出

乎意料之外，《欽定元史語解》：  

「卻特」（Ma. Kiyot），唐古特語，供獻也。卷一作「奇渥溫」。

按「卻特」係元朝本姓，相傳指鳥聲以為姓，後為博爾濟吉特者，

舊部名也。 7 

蒙古以鳥聲為姓的說法有待進一步考證，而以唐古特，即藏語來解釋其字

義也似乎有些牽強，不過當時的蒙古確實習慣把族源和印度、西藏相連繫

一起。 8據喀爾喀親王家藏《蒙古源流》的說法，得到「卻特部之嫡派博爾

齊錦氏」的結論，表示後者從前者分離出來的。 9 

                                                 
6 《御批歷代通鑑輯覽》，卷 90，頁 1-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38，頁 608-609。這
段考證尚可見於《清實錄‧高宗純皇帝實錄》，頁 325，乾隆三十一年三月辛未；《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蒙古源流》等。 
7 《欽定元史語解》，卷 3，頁 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96，頁 270。 
8 關於「印、藏、蒙汗統同源論」，參見第六章第一節。這裡把卻特以藏語解釋，可說是這個背

景下的產物。 
9 參見烏蘭，《《蒙古源流》研究》，頁 188。烏蘭對各種版本的《蒙古源流》，關於這個姓氏的說

法引據相關資料加以考證。她將該句的蒙古原文 kiyud yasutu Boljigin oboγ譯做「乞由氏的孛
兒只斤姓」，她的考證如下：清譯本（漢譯本《欽定蒙古源流》）作「卻特之嫡派博爾濟錦氏」，

《黃金史綱》亦有這種說法。yasu，《（蒙古）秘史》作「牙速」，旁譯「骨頭」，總譯「種」；
oboγ，《（蒙古）秘史》做「斡孛黑」，旁譯、總譯「姓」，yasu 是指胞族，oboγ 是指姓氏。從
一個 yasu可以發展出幾個或更多的 oboγ。kiyud yasutu Boljigin oboγ的說法，表明孛兒只斤姓

是從乞由氏族中分離出來的。kiyud ，即 Qiyahud，Qiyan的再複數形。《史集》說在遠古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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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源流》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十七世紀蒙古史書的書名，作者蒙古

族薩岡徹辰，於康熙元年（ 1662）以蒙文撰寫，關於這部《蒙古源流》的

內容，所謂的「源流」是第五章所要討論的「印藏蒙汗統同源」佛教史觀，

其次才是成吉思汗世系的蒙古史，內容止於康熙即位。《蒙古源流》成書

百年後，乾隆三十一年（ 1766），由定邊左副將軍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進

呈御覽，當時乾隆皇帝為了考察元代世系為「奇渥溫氏」，與其後裔所謂

的「博爾濟吉特氏」，兩者差異之由來。考證過程如上所述。成袞扎布為

此查閱家傳抄本，稟明因果，抄錄一份進呈。 10乾隆皇帝得到答案之後，

也認為這本書有其價值，故將此進呈抄本，又再譯為滿文本、漢文本，其

後以校正之漢文本編入《四庫全書》，題做《欽定蒙古源流》。 11 

「蒙古源流」做為書名和原版本並不相同，據蒙文殿本卷首題名為：

enedkeg töbed mongγol qad-un čaγan teüke neretü tuγuji，意為：印度、西藏、

蒙古諸汗白史之書；滿譯本寫做：enetkek tubet monggo han sei da sekiyen i  

bi the，意為：印度、西藏、蒙古諸汗源流之書，而蒙文殿本每頁版心上方

都略寫做：mongγol qad-un eki üdüsün，意為：蒙古諸汗根源，滿文本寫做

同義的：monggo han sei da sekiyen，漢文殿本則寫明「蒙古源流」，是故

是此書即以「蒙古源流」之名流傳。 12 

有了這部由蒙古族寫的《蒙古源流》，清朝卻不能視為名實相符的「蒙

古源流」，反而以國史館大規模地纂修《蒙古王公表傳》。《蒙古王公表

傳》內容包含蒙古各部總傳、人物列傳、蒙古各部王公世系表。各部「總

傳」就是敘述蒙古各部的族源發展，尤其是他們成為清朝王公的過程，它

可謂是一部「新蒙古源流」，而且同樣收入《四庫全書》。薩岡徹辰的《蒙

                                                                                                                                            
候，有名叫「乞顏」（Kiān）和「捏古思」兩個蒙古人因避戰亂逃到額爾古涅‧昆地方，生息

蕃衍，發展成兩大部落，乞顏的後代稱「乞牙惕」（kiyad，乞顏的再複數形式）氏。「各個分

支漸以某個名稱著稱，並成為一個單獨的斡巴黑」。孛兒只斤就是後來在乞牙惕氏族中形成的

一個新斡巴黑。鮑登《阿勒壇脫卜赤》（即《阿勒坦汗傳》）譯做「乞由家和孛兒只斤氏族」（the 
Kiyun family and Borjigin clan），顛倒了二者的關係。 

10 關於《蒙古源流》的作者、譯本及各種版本等相關問題，參見烏蘭，《《蒙古源流》研究》，〈導

論〉，頁 1-67；道潤梯步譯校，《新譯校注《蒙古源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序〉，頁 1-17；〈蒙古源流提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10，頁 549-551。 

11 關於滿文譯本的時間，學者有不同的見解，一般多認為〈蒙古源流提要〉所述「乾隆四十二

年奉敕譯進」，是漢文譯本，而道潤梯步認為乾隆四十二年所譯進的是滿文譯本，據〈蒙古源

流提要〉結語「乾隆五十四年正月恭校上」，才是漢文譯本成書之時。據《乾隆朝上諭檔》，

冊 11，頁 67，乾隆四十七年二月十七日，包括《蒙古源流》在內已纂辦全竣，進行繕寫刊刻，

是故乾隆四十二年似為漢譯本之敕譯之年，而至少乾隆四十七年譯成。 
12 參見烏蘭，《《蒙古源流》研究》，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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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源流》收入《四庫全書‧雜史類》，只有「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

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見聞，只一家之私記」的地位，而《蒙古王公表傳》

則收入《四庫全書‧傳記類》，地位自然不同。  

三、纂修《蒙古王公表傳》的背景：對源流的重視  

乾隆年間，朝廷對「源流」特別重視也是不可忽視的背景。受到西藏

的影響，清宮內有大量的「祖師像繪畫」，就是西藏所謂的「祖師源流」。

如：達賴喇嘛源流、班禪喇嘛源流、八十一大成就者等等，這種唐卡的內

容以所繪祖師歷輩傳承的上師為次序，逐一描繪出來，包括：菩薩、西藏

歷史人物、附會而來的遠古貴族名人，或者印度名僧，把歷輩祖師的重要

特點，如：所修本尊、所習密法或所住寺廟，做為識別標誌加以表現。清

宮收藏八世達賴期間，雍正五年到乾隆二十六年（ 1727-1761）之間完成的

「達賴喇嘛源流」十三幅畫卷；乾隆三十五年（ 1770），宮中收到六世班

禪所進班禪源流唐卡一套十二幅。此後不僅持續收入西藏所進，清宮更重

新裱裝、重新繪刻於承德等地重要寺院收藏。 13直接以西藏傳統的祖師畫

像做為「源流」的訴求，是不同於文字敘述的形式，但是這和《欽定蒙古

源流》的滿、漢文翻譯相同的，都是為了整理「他族」歷史的目的，也都

比整理滿洲本部族的《欽定滿洲源流考》在時間上更早些。 14 

這些和「源流」有關的作品，雖然可以看成是「正統觀」的產物，列

入「欽定」之列，也編入《四庫全書》，但是纂修部族史，不應該單純視

同與漢文化對抗的滿洲意識，或者當作漢文化影響下的產物，而應考慮到

這反映了滿洲政治文化的傳統，尤其修蒙古史有蒙古因素的實際考量，才

使得各種「源流」考訂工作得以實施。《欽定蒙古源流》、《欽定滿洲源

流考》等都反映清廷對「源流」正名的認真態度，而《蒙古王公表傳》也

包括在其中。  

                                                 
13 參見羅文華，〈乾隆時期宮廷藏傳佛教繪畫研究〉，《故宮學刊》，第一輯（北京：紫禁城出版

社，2004），頁 359-361；王征，〈略談《達賴喇嘛源流》的歷史價值〉，《故宮博物院院刊》，

1993：4，頁 79-87。王文華先生說明這種祖師「源流」有兩種用法，一種是表現歷輩達賴喇

嘛或班禪喇嘛的轉世次第，二是某一祖師，如：宗喀巴或佛、菩薩，如：釋迦牟尼佛、文殊

菩薩的傳記故事，這裡是指前一項意涵。 
14 上述《欽定蒙古源流》於乾隆三十一年之後即自蒙文本譯做滿、漢文本，於乾隆四十二年告

成，而《欽定滿洲源流考》於乾隆四十二年八月十九日才諭敕修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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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王公表傳》也是要將蒙古各部的源流弄清楚，以「喀爾喀」部

為例，以「喀爾喀」為名的各部落與清朝的關係頗為複雜，恐易混淆，為

辨晰源流，乃將查明結果分載入《蒙古王公表傳》各部之內。據《清國史

館奏稿》所載：  

領侍衛內大臣、尚書和（紳）等謹奏，遵旨查得：太祖時，喀爾喀

貝勒老薩遣使和好，後巴約特貝勒達爾漢巴圖魯之子，台吉恩格德

爾等，相繼攜眾來歸。嗣於太宗天聰元年，因察哈爾林丹漢率眾侵

掠，喀爾喀等諸部長各避亂來歸。除奉旨編入八旗佐領外，仍遣回

原處者，今內扎薩克之巴林、扎嚕特二部也，此稱為舊喀爾喀。再

內扎薩克四十九旗中，左、右旗之喀爾喀者，台吉本塔爾於順治十

年來歸，封扎薩克和碩達爾漢親王，今右翼達爾漢貝勒，策登卜那

穆扎爾，即其裔也；台吉袞布伊爾登於康熙三年來歸，封扎薩克多

羅貝勒，今左翼多羅貝（勒），阿爾玉，即其裔也，此稱為內喀爾

喀；其外扎薩克四部落之喀爾喀，盡係康熙二十七年來歸，此稱為

外喀爾喀。應將伊等源流，現在後嗣承襲世職，併舊喀爾喀及內扎

薩克之喀爾喀等源流，另繕漢字清單，敬謹呈覽，俟命下之日，交

該館遵旨分入《蒙古王公表傳》。為此謹奏，於乾隆四十八年九月

初六日具奏，奉旨知道了，欽此。 15 

四、史館修史與理藩政策  

為什麼乾隆皇帝要修纂《蒙古王公表傳》？我們還可以從清朝的史館

修史以及理藩政策兩方面的傳統來了解，這成為修蒙古史的直接背景，也

是將蒙古史納入清朝國史的明確表態。  

清代國史館修史，規模已久。天聰十年（ 1636）三月，清太宗皇太極

改文館為內國史、內祕書、內弘文三院，其中內國史院的職掌之一即是編

纂史書；康熙二十九年（ 1690）三月，為纂修前三朝國史，以大學士王熙

為三朝國史監修總裁官。清代國史館的館址設於東華門內，成為常設的修

史機構，其編制則一直附屬於翰林院。國史館纂修史書與歷代纂修正史的

體例相同，分為紀、志、表、傳四大類，所修定稿，必須按期進呈御覽。

                                                 
15 《清國史館奏稿》（北京：國家圖書館，2004），北京國家圖書館藏本，冊 1，頁 463-464。此
應是自清字奏片譯做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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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為功臣作傳亦始於清初，康熙四十五年（ 1706）六月，康熙皇帝即已指

出為開國功臣纂修列傳的體例及其意義。 17雍正元年（ 1723），敕纂功臣

傳。乾隆年間，國史館一方面編纂四朝本紀，一方面排纂表志列傳。乾隆

三十年（ 1765），《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告成，是年，乾隆皇帝又特頒諭

旨，將清初以來滿漢大臣已編列傳者，從新檢查，增刪考正。未編列傳的

文武大臣，京官自卿貳以上，外官自將軍督撫提督以上，均各為立傳。如

此大規模的修傳工作，促使乾隆皇帝屢飭國史館趕辦列傳，按時進呈，未

達預定進度者，國史館總裁及纂修各官俱奉旨交部察議。  

理藩院是清朝處理藩部事務的專責機構，藩部事務的有效運作，即象

徵清朝邊疆局勢的穩定。乾隆二十年至二十五年（ 1755-1760），清朝先後

發動平定準噶爾、回部之役，力圖澈底解決漠西蒙古對清朝長期的威脅。

乾隆三十六年（ 1771）六月，土爾扈特部蒙古自俄羅斯伏爾加河陸續抵達

伊犁，其部長又趕到承德覲見乾隆皇帝，接受冊封。至此內外蒙古諸部可

謂全部歸順。這些王公們或出身貴重，身為地方部落頭目，或是在大小戰

役之中建有功勳，因而為朝廷所倚重。因此他們身後得以立傳，子孫亦得

有襲次。  

纂修「王公表傳」是史館修史的表現，在乾隆二十九年（ 1764）年，

乾隆皇帝已經要求纂修《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其內容是「前表後傳」，

這正是後來修纂《蒙古王公表傳》的前奏，由內而外，先宗室王公，次及

蒙古王公。清朝國史，除了有王公大臣的列傳之外，又修成《蒙古王公表

傳》亦是將表、傳二者結合，成為一部世系與事蹟詳盡的史書。此二部王

公表傳受到乾隆皇帝高度重視，均收入《四庫全書》之內。  

乾隆四十四年（ 1779）六月十七日，六輩班禪額爾德尼從日喀則扎什

倫布寺啟程，預計於次年七月至承德參加乾隆皇帝七十壽慶，他將經常和

皇帝會晤，居於特別興建的須彌福壽之廟，在各種筳宴與法會場合中與皇

室成員及各族、屬國代表接觸。在長達一年有餘的準備期間，乾隆皇帝安

排蒙古、新疆等王公貴族同來陛見，例如：杜爾伯特達賴汗請求入覲，皇

帝降旨曰：「與其今年來，弗如明年再來，既可見朕，又可叩拜班禪額爾

                                                 
16 參見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 72（1983）），頁 376、377。 
17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頁 419。其體例與意義在於：前三朝功臣列傳，以其事蹟先後，定

次第，不以功績大小定次序，並且各於其本人傳內通行開載事蹟，其子孫有功者，附載於下，

俟列傳作畢，錄出分給其子孫各一通，以便藏於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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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甚善哉。」 18乾隆皇帝或許受到這種歡樂氣氛的感染，乾隆四十四

年七月二十九日，即由內閣頒發上諭敕纂《蒙古王公表傳》，上諭指出：  

我國家開基定鼎⋯⋯以來，蒙古王公等之宣猷奏續、著有崇勳者，

指不勝屈。因念伊等各有軍功事實，若不為之追闡成勞，裒輯傳示，

非獎勛猷而詔來許之道。⋯⋯成書後，同《宗室王公表傳》以漢字

錄入《四庫全書》，冊垂久遠。 19 

由此可知，這不僅只為了充列官修史傳，更對蒙古各部抱有深厚的期望。

乾隆皇帝在上諭末尾說出了他的想法：「其各部落並將其所部之表傳、專

傳以三體合書，頒給一冊，俾其子孫益知觀感奮勵，副朕推恩念舊至意。」

此表示了他之所以推恩念舊、從事修史工作，目的正在於蒙古子孫能見賢

思齊。次日，想起在平定回部的過程中，回人實心效力，封有功爵者有其

人，即認為纂修王公表傳不能僅止於蒙古諸部，因此又頒諭比照《蒙古王

公表傳》辦理，同時列入國史。 20以上這便是乾隆皇帝修書的直間接原因。 

第二節 《蒙古王公表傳》的纂修 

《蒙古王公表傳》的正式全稱是《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收

入《四庫全書》之中（本文簡稱「四庫本」）。乾隆四十四（ 1779）年七

月二十九日，乾隆皇帝敕諭纂修。在辦理修書的前期，部院公文將該書多

稱作《蒙古王公表傳》，後期則稱作《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 21其他

簡稱亦見於各種著錄，尤以《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為書名出版的標點本，

                                                 
18 郭美蘭，〈六世班禪朝覲始末〉，《清史論集》（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 592-607。 
19 《乾隆朝上諭檔》，冊 9，頁 765。 
20 《清實錄‧高宗純皇帝實錄》，卷 1090，乾隆四十四年八月壬子，頁 639-640。「諭，昨朕降旨，

以內外扎薩克自皇祖、皇考及朕及位以來，服勤奮勉，勛猷卓越者甚多，交國史館，會同理

藩院追溯伊等從前勞績，編纂表傳，以垂永久。茲念各城回人自投誠以來，宣力軍前，封授

王、貝勒、貝子公爵者亦有其人，宜一體加恩，編纂表傳。著交該院查其內實心效力、立有

軍功者，會同國史館，照蒙古王公表傳，以示朕一體領恤回部臣僕之意。」上述二則上諭亦

收入四庫本《蒙古王公表傳》。 
21 此二名稱見於《乾隆朝上諭檔》。又（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北人

民出版社，2000），冊 1，卷 58，史部 14，傳記類 2，頁 1595，《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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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界的影響較大。 22該書在修纂之初僅以蒙古諸部為對象，後來加入回

部及西藏的內容，為了節省篇幅本，本文仍以《蒙古王公表傳》作為成書

之後的簡稱。  

一、祁韻士與《蒙古王公表傳》  

故宮博物院典藏《史館檔‧傳稿》內含豐富的人物傳記資料，其〈文

苑傳〉收錄的「祁韻士傳稿」可供參考。該傳稿有清國史館以及《清史稿》

傳稿二類，前者存有四個稿本，分別為原纂本、續纂本、改定及定本；後

者有三稿，分為初輯本、覆輯本、刊行本。比較二類稿本，可知《清史稿》

祁韻士列傳的初輯本，內容來自清國史館傳稿的定本，並加入原纂本裡若

干陞遷調補的年月。但是，《清史稿》的刊行本所刪內容甚多，十分不理

想。 23研究《蒙古王公表傳》的專家們，已從《年譜》、《清史稿》等資

料檢索出有關祁韻士的其人其事，與國史館傳稿內文相對比較，亦大致相

同無誤。 24國史館傳稿和《清史稿》若干稿本，均將資料來源附寫入內文，

我們可以據以了解傳主生平事蹟得見於哪些基本材料。總之，由傳稿入手

了解傳主生平，仍不失為一方便之法，並且可比對各種稿本的詳略異同。  

祁韻士（ 1751-1815）雖然不是從乾隆四十四年敕纂之始就主筆該書，

卻是《蒙古王公表傳》的實際編纂者。在他到任之前，武進士管幹貞為首

任總纂，曾經纂傳數篇，後奉差離館。乾隆四十七年（ 1782），總裁嵇璜

（ 1711-1794）知道祁韻士「特善屬文，自幼喜治史，於疆域山川形勝，古

                                                 
22 包文漢、奇‧朝克圖整理，《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8）。本文簡稱作標點本。相較於《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此十二卷之說與四庫

本實際內容的一百二十卷，差距甚遠，包文漢判斷有十二卷是誤字。參見《蒙古回部王公表

傳（第一輯）》，頁 9。 
23 國史館傳稿定本原有字數 742字，而《清史稿》刊行本只剩 352字。國史館原纂本與定本、《清

史稿》各稿本的差異如下：原纂本寫作：「乾隆四十三年進士，官翰林院編修。五十年，大考

翰詹二等。五十四年，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五十五年，擢右春坊右中允。五十六年，

大考翰詹，改戶部主事。嘉慶五年，升郎中。六年，充寶泉局監督。九年，局庫虧銅案發，

遣戍伊犁。」定本與《清史稿》初輯本均將乾隆五十五年到嘉慶六年之年代略去，只存事蹟。

而《清史稿》刊行本則有更多刪略，僅寫成「乾隆四十三年進士，官編修，擢中允，大考改

戶部主事。嘉慶初以郎中監督寶泉局，局庫虧銅案發，戍伊犁。」由此可知其，內容大半省

略，不利於考證史實，以求得會通。 
24 參見包文漢，〈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的編纂與研究－代前言〉，《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

頁 3-4。以及包文漢，〈第十三部、蒙古王公表傳〉，收入包文漢、喬吉編著，《蒙文歷史文獻

概述》，頁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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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爵里姓氏，靡不記覽」，尤其諳習清文，也是能利用滿文檔案，於是派

令他接纂此書，並充國史館纂修官；五十二年（ 1787），任國史館提調兼

總纂官，一直到乾隆五十五年（ 1790）擢任右春坊右中允為止。「祁韻士

傳稿」定本裡記載：「韻士性耿介，不與時為俯仰，同時朱珪、王杰、阿

桂、紀昀等，皆器重之，戴衢亨、那彥成、松筠尤服其才識，有大事必咨

斷焉。」總之，乾隆四十七年（ 1782），由於祁韻士的接纂，成為《蒙古

王公表傳》在纂修過程的一個轉折點。  

二、機構、體例、取材、人員  

機構方面，《蒙古王公表傳》由國史館專責，國史館總裁和四庫館總

裁對表傳的纂修自有責任。國史館下設「蒙古王公表傳處」，又稱為「蒙

古表傳處」或「蒙古館」，內有收納各部衙門行文的收掌官，以及滿蒙漢

提調官。 25 

體例、取材方面，除了「先表後傳」之外，乾隆皇帝敕纂時即已規劃：

「以一部落為一表傳，其有事實顯著之王公等，即于部落總傳後，每人立

一專傳」。由此可知，《蒙古王公表傳》的組成內容有三部分，世表、總

傳、列傳（分傳、專傳）。每一個部落皆先立有總傳，確立了卷數的內容

是以部落為單位，或一部一卷，或數部一卷，如此「則凡建功之端委，傳

派之親疏，皆可按籍而稽，昭垂奕世。」 26總之，《蒙古王公表傳》的體

例是仿照《史記》紀傳體。 27 

國史館是修纂中心機構，故而由國史館會同理藩院，將內閣大庫、理

藩院所存蒙古各部世譜檔案，其事蹟譜系均詳悉採訂，包括內扎薩克四十

九旗、外扎薩克、青海、阿拉善、土爾扈特等部二百餘旗，「以至西藏、

及回部均應立總傳、分傳，按各部落，條分縷析。人立一傳，必以見諸實

錄、紅本者為準，又西北一帶山川疆域，必先明其地界方向，乃以皇輿全

                                                 
25 參見包文漢，〈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的編纂與研究－代前言〉，《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

頁 5-6。以及包文漢、喬吉編著，《蒙文歷史文獻概述》，頁 174-178。包文漢以中國第一歷史

檔案館典藏，嘉慶道光年間續纂《蒙古王公表傳》的「新輯現辦續纂蒙古王公表傳凡例略說」，

說明《蒙古王公表傳》的機構、人員、體例與取材。然而續纂的凡例能否完全代表初纂時的

情況，有待新史料的檢證。 
26 《乾隆朝上諭檔》，冊 9，頁 765。 
27 李兆洛，《養一齋文集》。引自《史館檔‧傳稿》，4389，〈祁韻士傳〉，初纂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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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提綱，其王公等源流支派則覈以理藩院所存世譜訂正無訛。」 28「以

年月日編次，條其歸附之先後，叛服之始終，封爵之次第，以為綱領」。  

具體的編纂先後是，蒙古內、外扎薩克及西藏、回部扎薩克，均按部

落會盟次序，分立表傳，其次再不列藩部會盟之王公，如居京師之厄魯特、

居察哈爾之和碩特等， 29各立表傳，再次，將同為不列藩部會盟爵位之居

歸化城之土默特、居科布多之扎哈沁等公，亦各立表傳。 30 

規劃辦裡之初即「按部落各立三合字體表傳」，就是以漢、滿、蒙三

體修纂，因此，所需要的檢查、音譯員額不足的情況之下，採用先前辦理

「無圈點老檔」（老滿文檔案）之例，先於八旗候補中書、筆帖式等官及

生監人員內，考取繙譯、譯漢、校對、謄錄人員。 31從書成時的工作人員

規模來看，除了八旗候補中書、筆帖式生監人員考取繙譯、譯漢、謄錄共

五十七名之外，又於吏部考取漢膳錄內，移取十名；從理藩院派出纂修、

收掌、校對及熟練繙譯等共二十二員；再行文於蒙古八旗，於候補筆帖式

生監人員內及通曉蒙古文義之護軍領催等內，考取蒙古謄錄、繙譯五十一

名。 32由此可見辦理表傳所需人員確實不少。  

至乾隆四十五年（ 1780），總裁阿桂等面奉諭旨，《蒙古王公表傳》

著照「滿大臣列傳」之例辦理， 33可能是關於漢、滿、蒙文本「定本」的

翻譯、校對過程，先進呈漢文本定本，無誤之後，再譯成滿文本定本，將

滿、漢文定本進呈，發下之後，依滿文定本譯成蒙文定本，再將漢、滿、

蒙文定本進呈。  

三、纂修過程  

以下僅就所見史料，略述《蒙古王公表傳》的纂修過程。乾隆四十五

年（ 1780）十一月三十日，國史館進呈漢文本內扎薩克〈科爾沁王公表〉

一篇、〈總檔〉（總傳）一篇、〈奧巴傳〉、〈巴達禮傳〉、〈沙津傳〉

                                                 
28 祁韻士，自傳年譜（《鶴皋年譜》），引自《史館檔‧傳稿》，4389，〈祁韻士傳〉，初纂本。故
宮博物院藏。 

29 尚有居黑龍江之厄魯特，居京師之回部，居新疆之回部。 
30 《清國史館奏稿》，冊 2，頁 797。 
31 《清國史館奏稿》，冊 1，頁 467，乾隆四十四年十二月初十日具奏。 
32 《清國史館奏稿》，冊 2，頁 835，乾隆五十三年二月十五日具奏。 
33 《清國史館奏稿》，頁 471，乾隆四十五年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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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篇，「所有清文、蒙古文俟欽定漢文後，另行繕寫正本，陸續進呈」；

34以上表傳，至乾隆四十六年（ 1781）六月二十四日，將「繙譯清文繕寫

正本」，與漢文本一併進呈； 35乾隆四十六年十二月十二日，再將「繙譯

蒙古文繕寫正本」，與滿、漢文本一併進呈。 36 

清國史館的修史工作，到四十七年（ 1782）六月二十六日為止，「《蒙

古王公表傳》已進過四卷，未進約二十八卷，計期於四十八年（ 1783）十

二月完竣。」已進、未進合約三十二卷。到四十七年十月初五日為止，「原

限四十八年冬季完竣，自定限後，進過清字表傳三卷，漢字表傳二卷。」

到四十八年二月初二日為止，「自上年十月後，進過八卷，連前共進過十

二卷，未進十七卷。」 37此時《蒙古王公表傳》的總卷數以及所收事蹟止

於何時似乎仍不明確。  

隨著乾隆皇帝的長壽，王公大臣的功績也不該被中斷失收，因此表傳

的內容也應增添收入或辦理續纂。乾隆四十八年（ 1783）十月，乾隆皇帝

對《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及《蒙古王公表傳》等即有增纂的指示， 38乾隆

皇帝飭國史館將乾隆四十年（ 1775）以前的表傳內容速為纂辦，勒限五年，

陸續進呈。 39此諭或許影響到《蒙古王公表傳》的總卷數，必須增纂至少

止於乾隆四十年的世系功績，並且在五年後，即乾隆五十三年（ 1788）完

成。  

到四十九年（ 1784）七月二十日為止的成果是：「原定二十八卷，今

增纂至六十四卷，已進過十四卷，未進五十卷。」 40我們可以確定四十八

年（ 1783）年底，出現因增纂而聲明展限的情況，當時預計此書可於五十

                                                 
34 《清國史館奏稿》，冊 1，頁 471，無年（乾隆四十五年）十一月三十日奏進，本日酉刻發下。 
35 《清國史館奏稿》，冊 1，頁 474，乾隆四十六年六月二十四日，隨本報進呈，七月初一日發

回。 
36 《清國史館奏稿》，冊 1，頁 478，乾隆四十六年十二月十二日進，十三日發下。其他各部漢、

滿、蒙文表傳定本之進呈時間，見《清國史館奏稿》之相關題奏。 
37 《乾隆朝上諭檔》，冊 11，頁 231、396、569。 
38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頁 420、421。乾隆四十八年十月二十五日，上諭「所有現辦漢、

滿臣工表傳，及宗室王公表傳、蒙古王公事績，其在乾隆四十年以前者，俱著該總裁等董勵

纂修等官，速為纂辦，勒限五年陸續進呈，候朕欽定成書頒行，並寫入四庫全書，垂為信史」。

此上諭見《清國史館奏稿》，冊 2，頁 655-656， 
39 《故宮檔案述要》，頁 421。 
40 從四十四年開始纂修到四十八年止，該書卷數沒有一定的說法。四十八年二月，當時預計全

書是二十九卷，與四十九年之時，「原定二十八卷」之說，相去不遠。其中原因可能是祁韻士

於四十七年接手修纂工作之後，對卷數內容加以重新調整，而且可能只進呈漢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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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785）四月完竣。 41到了乾隆五十一年（ 1786）十二月時，軍機大臣

奏報：《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一書因「已列入《四庫全書》，留有空

函，現在校對發繕，俟完竣後，即行歸函陳設。」  

乾隆五十二年（ 1787）二月初二日，蒙古內扎薩克各部滿文本表傳已

全行進呈完畢，而外扎薩克及西藏、回部滿文本表傳則尚在趕繕正本，陸

續進呈。 42關於整部《蒙古王公表傳》的修纂、進呈過程，據《清國史館

奏稿》所載國史館總裁所奏：  

臣館自乾隆四十五年十一月進書起，內扎薩克漢字正本於四十九年

十一月進完，外扎薩克及回部等漢字正本於五十二年二月進完；內

扎薩克清字正本於五十一年閏七月進完，外扎薩克及回部等清字正

本於本年二月進完；其蒙古字內扎薩克表傳正本，亦於五十一年十

二月進完，蒙古字外扎薩克及回部等表傳正本共七單，一律完竣，

現已進過二單，統計全書共三百六十卷。 43 

至五十三年（ 1788）十月十五日止，《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仍未補寫

入《四庫全書》空匣之中。 44 

乾隆五十三年（ 1788）十二月初五日，繼四十八年（ 1783）之增纂諭

旨，乾隆皇帝又諭令國史館，「將乾隆四十一年（ 1776）以後至五十年

（ 1785），所有王公大臣例得分立表傳者，查據內閣紅本及軍機處檔案，

詳悉裒輯，以次進呈，俟再過十年屆期另降諭旨。」 45據此，《蒙古王公

表傳》又必須增纂，由前述六十四卷大幅增加，內容至少推進至乾隆五十

年。乾隆四十八年（ 1783）之時已限定五年，即乾隆五十三年左右必須完

成，同時配合收入《四庫全書》的繕寫工作。五十三年年底，空函書籍的

繕寫工作全面展開。至五十六年（ 1791）十月，基本辦理完竣，五十六年

年底，文源閣留空函的校閱工作首先完成，五十七年（ 1792）初，文淵閣

亦告成。 46 

據《清國史館奏稿》，各部表傳於乾隆五十四年（ 1789）進呈完畢，

均蒙欽定，又「分別卷數，彙編目錄，再行詳加校勘，畫一編次」，載入

                                                 
41 《乾隆朝上諭檔》，冊 12，頁 217、483。該文有「原限四十八年二月完竣」，據前述上諭均作

四十八年十二月，此「二月」應是十二月之誤。 
42 《清國史館奏稿》，冊 2，頁 797，乾隆五十二年二月初二日恭進，於初三日發下。 
43 《清國史館奏稿》，冊 2，頁 835-837，乾隆五十三年二月十五日具奏。 
44 《乾隆朝上諭檔》，冊 13，頁 626；冊 14，頁 629。 
45 《乾隆朝上諭檔》，冊 14，頁 703。 
46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2刷），頁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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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奉諭旨，冠於卷首，分繕漢、滿、蒙文正本，共三百六十卷，計一百八

十本；乾隆五十八年（ 1793）七月初七日，先將漢、滿、蒙古字目錄各一

本，及表各七本進呈，俟陸續進呈完竣再交武英殿刊刻。 47或許開始繕寫

之時，亦即纂修工作暫告一段落的時間正在乾隆五十四年（ 1789），這也

符合了祁韻士自述：自乾隆四十七年（ 1782）接纂後，「八年而書始成」

的說法，而此書應指四庫本而言。是故四庫本《蒙古王公表傳》其事蹟乃

止於乾隆五十三年（ 1788）。最後成書卷數高達一百二十卷，其中《表》

自卷一至十六，《傳》自卷十七至一百二十，纂修告竣即繕寫入匣。  

四、續纂本  

（一）第一次續纂  

前引所謂「俟再過十年屆期另降諭旨」，應是乾隆皇帝認為每十年即

應編輯王公大臣表傳。是故國史館定期蒐集各族史料，《蒙古王公表傳》

亦因此有數次的續纂工作。  

乾隆五十三年（ 1788），四庫館裁撤之後，未修繕完成的圖書乃由武

英殿負責，因而四庫本《蒙古王公表傳》雖已完成，開始繕寫入匣，而第

一次續纂本亦緊接著展開，也就是所謂的「隨辦三體畫一表傳」。不久，

祁韻士於乾隆五十五年（ 1790）改任右春坊右中允，故該續纂本應已改由

他人主辦。  

最後，在乾隆年間所完成的，是一部內容涵蓋了四庫本，以及漢、滿、

蒙文三體各一百二十卷的《蒙古王公表傳》，終於在乾隆六十年完竣進呈，

事蹟止於乾隆 六十年（ 1795），超過了四庫本內容止於乾隆五十四年

（ 1789），也正好符合上述十年一編的原則。「後另繕樣本各一分，交武

英殿刊刻刷印，共三百六十卷，一百八十本，裝潢成帙，恭呈御覽後，頒

發各部落。」此武英殿刊本乃於嘉慶七年（ 1802）奏明刊刻之時，已將表

傳內錯誤之處逐一更正。 48 

此第一次續纂本，其書名滿漢文本均題作「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

                                                 
47 《清國史館奏稿》，冊 1，頁 529，乾隆五十八年七月初七日隨報進呈，於本月二十八日隨報

發下。 
48 慶桂等奏摺，嘉慶十七年三月初二日，收入嘉慶朝《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卷一，故宮

博物院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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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並沒有「續纂」字樣，是故容易與四庫本相混淆。第二次以後的續

纂本，其書名才增寫了「續纂」二字。  

（二）其他續纂本  

前面已經提到初纂及第一次續纂的情況，據學者調查，共有六次續

纂，除了第六次的續纂本至今沒有人發現之外，歷次續纂本均可見，保存

於世界各地。 49以下是續纂情況：  

第一次：撰於乾隆五十三年（ 1788）年底，六十年（ 1795）竣，事止

乾隆六十年，一百二十卷。  

第二次：嘉慶十七年（ 1812）三月二日敕撰，十九年（ 1814）竣，事

止十六年（ 1811），二十四卷。 50 

第三次：道光十六年（ 1836）八月五日敕撰，十九年（ 1839）竣，事

止十年（ 1830），二十四卷。  

第四次：道光二十九年（ 1849）四月二日敕撰，咸豐元年（ 1851）竣，

事止道光二十五年（ 1845），二十四卷。  

第五次：咸豐九年（ 1859）敕撰，同治九年（ 1870）竣，事止咸豐五

年（ 1855），二十四卷。  

第六次：光緒十年（ 1884）十二月十八日敕撰，其他資料不詳。  

 

 

 

 

 

 

 

 

 

                                                 
49 寶日吉根（包文漢），〈蒙古王公表傳纂修考〉，《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3，頁 19-32。該文並介紹有作者所見歷次續纂本其漢滿蒙文版本的收典單位，及所存卷、冊

數目。以下續纂資料據寶日吉根之文。 
50 至少在嘉慶七年，國史館已開始整理嘉慶元年以後各蒙古、回部王公等功過事蹟及子孫承襲

次數，行文於理藩院查取檔案，續行輯纂表傳。見《清國史館奏稿》，冊 2，頁 893-896，嘉慶
七年七月十六日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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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滿文本《蒙古王公表傳》的史料價值－以吐魯番回

部和什克、額色尹、哈什木、阿卜都爾璊、鄂對之列傳為例  

一、滿、蒙文譯本《蒙古王公表傳》  

乾隆皇帝在敕纂《蒙古王公表傳》時，即指出將來「以三體合書」，

頒給蒙古各部，因之，《蒙古王公表傳》，包括前五次續纂本都有漢、滿、

蒙文三種本子。而四庫本目前只發現有漢文本。關於第一部《蒙古王公表

傳》，即四庫本，究竟先以何種文字寫成，學界有不同的看法，目前據包

文漢先生的考證是以先漢文寫成。 51據前引《清國史館奏稿》所示，應該

說「進呈本」、定本的出現次序是先有漢文本，次有滿、蒙文本。  

即使滿、蒙文本不是第一部《蒙古王公表傳》，仍有其不可忽視的價

值。首先，就民族史學的發展而言，滿、蒙文本《蒙古王公表傳》的產生

無疑是一項創舉，在清代，除了《遼史》、《金史》、《元史》、《明史》

等漢文正史史籍，於清初翻譯之外，少有的大規模翻譯他族歷史，也是蒙

古史學史發展過程中少有的，以紀傳體形式，以本族文字語文譯寫、以本

民族歷史為主體的史冊。且時空範圍廣泛，包含蒙古各部族源及近二百年

的史實，尤其不同於受藏傳佛教影響的蒙古史學思想。 52 

其次，當年以漢、滿、蒙三體形式頒發給蒙古等部，或許有與民族政

策相關之目的，相較於《宗室王公表傳》，對清朝統治來說自然不必有蒙

文譯本，因此，哪些官書有譯成蒙譯本，或許值得進一步研究。以史料學

的角度而言，滿、蒙譯本的史料價值尤值得重視。滿、蒙文本《蒙古王公

表傳》譯本裡的人名、地名詞彙及語意表達，與漢文本有何差異，亦值得

比較分析。  

從祁韻士修纂《蒙古王公表傳》的過程中，已經可以了解滿文的重要

性。尤其遇到蒙、藏、回族的人名難以卒讀，譯寫不知所據之時，他必先

查閱「大庫所貯清字紅本」，意即以滿文為基礎的譯漢工作。又地理部分，

則以「皇輿全圖」為據，譯出山水地名，至少表示了《蒙古王公表傳》裡

                                                 
51 寶日吉根（包文漢），〈《蒙古王公表傳》纂修再考－第一部《表傳》由何種文字寫成〉，《清史
研究》1997：1，頁 103-109。又據《乾隆朝上諭檔》，冊 11，頁 396，至四十七年十月初五日

為止，「原限四十八年冬季完竣，自定限後，進過清字表傳三卷，漢字表傳二卷。」這是滿漢

文表傳同時纂修的明證。但是否最後的修成的一百二十卷四庫本、第一次續纂本即是以滿漢

文字同時修纂出來，則需要新史料支持，此存疑。 
52 即「印、藏、蒙汗統同源」的史觀及敘史方法，參見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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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山水地名是先由滿文譯做漢文的。 53 

目前筆者僅蒐集到吐魯番回部的五種列傳， 54以此討論滿文譯本的特

色，略述其價值。  

二、吐魯番回部之和什克、額色尹、哈什木、阿卜都爾璊、鄂對列傳  

此五篇列傳收錄於〈吐魯番回部總傳〉之後， 55他們被封為王公，或

在戰役立有軍功，或係地方政教頭目，承其族裔入覲得封，均和平定回部

之役有關。  

乾隆二十三年（ 1758），清軍平定準噶爾，移師進剿回部，次年，平

定回部。  和什克（ hošik），和闐人，初為喀什喀爾阿奇木伯克，是當地

世襲頭目，本不應清廷軍檄，乾隆二十四年（ 1759），清軍壓境討伐小和

卓霍吉占，和什克向定邊將軍兆惠請降，兆惠詰進兵之道，又以和什和為

導，逼使霍吉占棄喀什噶爾城逃竄。次年，入覲，詔留京師，封輔國公。

額色尹（ eseyen），葉爾羌人，派罕帕爾和卓之裔，世為回部長，故其名

收入《西域同文志》。 56與大小和卓同族，而不從其叛清，故避徒布嚕特、

霍罕等部，乾隆二十三年，額色尹偕布嚕特部兵等襲喀什噶爾，使大小和

卓勢力不能一氣。次年，兆惠遣額色尹入覲，詔留京師，定世襲三等臺台。

哈什木（ hasim），吐魯番人，為元太祖次子裔，十傳之後，棄蒙古俗，習

回教。乾隆二十年（ 1755），清軍定準噶爾，哈什木兄莽蘇爾請降，次年，

入覲，詔留京師，授一等臺吉。阿卜都爾璊（ abdurman），葉爾羌人，派

罕帕爾裔，亦和卓家族成員，與其祖伊克和卓，因不隨大小和卓叛清，故

遭捕禁。次年，入覲，詔授二等臺台，留京師。鄂對（ ūdui），庫車人，

世居庫車，曾被準噶爾脅徙伊犁，乾隆二十年，清軍定準噶爾，鄂對隨即

                                                 
53 《皇朝藩部要略‧祁寯藻後跋》，收入包文漢整理，《清朝藩部要略稿本》，頁 313。此「皇輿
全圖」可能是指康熙年間的「皇輿全覽圖」，尚不能確知為何種版本的地圖，可能是邊疆地名

以滿文書寫的版本，才需要「譯出山水地名」。而「皇輿全圖」也不可能包含《表傳》裡所有

的山水地名，故由滿文譯出的地名應只是一部分，但是，先把蒙、回、藏語譯成滿文，再由

滿文譯成漢文似乎是當時的作法。 
54 此五篇列傳的資料來源 Gertraude Roth Li, Manchu: a Textbook for Reading Documents.(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和什克列傳〉，頁 50-57；〈額色尹列傳〉，頁 72-82；
〈哈什木列傳〉，頁 94-99；〈阿卜都爾璊列傳〉，頁 105-108；〈鄂對列傳〉，頁 112-158。 

55 《蒙古王公表傳》，卷 110，傳 94，〈吐魯番回部總傳〉；此五人列傳見：卷 117，傳 101，卷
118，傳 102。 

56 《欽定西域同文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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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降。二十三年，從清軍討大小和卓，抵庫車，鄂對以世居庫車竭進兵備

之道。其後又往諭和闐六城，固守三月，支持清軍與霍吉占於喀喇烏蘇的

決戰。二十五年（ 1760），召覲於正大光明殿，復詔圖形紫光閣。居新疆

之回爵，曾授庫車阿奇木伯克、阿克蘇阿奇木伯克、散秩大臣，孫邁哈默

特鄂三兼襲固山貝子。  

三、滿文譯本的特色  

（一）滿文拼音近於回部維爾吾語  

〈鄂對列傳〉，有「阿克蘇伊什干伯克」一詞，「伊什干」，又譯為

伊什罕、伊沙噶、伊沙罕，為維吾爾語 icikaga 的音譯而來， 57滿文寫做

is igan，與維語接近。「伯克」，官名，現代維吾爾語作 bǝg，滿文寫做

bek，可說是同音詞。 58各傳中常見「阿奇木伯克」，「阿奇木」，阿拉伯

語 hakim， 59滿文寫做 akim，亦與阿語接近。〈鄂對列傳〉中又有「騰格」

一詞，即維吾爾語 tǝnggǝ，意為銀幣， 60滿文寫做 tengge，讀音一樣。從

上述所引之例可知，滿文拼音與地方語言接近，  

（二）有助於文句正誤及理解  

〈鄂對列傳〉，乾隆二十五年（ 1760），標點本：「召覲於正大光明

殿，賜章服，行飲至禮於豐澤園，賚銀幣。」其中的「行飲至禮於豐澤園」

一句， 61四庫本做「飲，至豐澤園」，二者字數不同。滿文本寫做「 fung je 

yuwan de.  etefi  is inj iha doroi omibufi.」意為：「於豐澤園，以得勝受福之

                                                 
57 紀大椿主編，《新疆歷史辭典》（烏魯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頁 216，「伊什罕伯克」

條。icikaga，意為城門之主。清朝平定新疆之後，伊什罕伯克協同阿奇木伯克辨理庶務，職

官四品至六品。又，伊什干，四庫本作「伊什幹」 
58 《新疆歷史辭典》，頁 293。伯克為突厥語音譯，意為首領、統治者，並表示對顯貴或統治者

的尊稱。其語源法說不一，一說來自漢語的「伯」，一說來自波斯語。初譯為匐，元代音譯為

別、伯、卑、畢。後為維吾爾等族所沿用。作為地方官吏或頭人之稱。清朝統一新疆之後，

進行改革。 
59 《新疆歷史辭典》，頁 352，「阿奇木伯克」條。hakim，意為統治者、法官、審判官。在維吾
爾地區總理城村大小事務。乾隆二十四年，定為三品至五品，間或六品，特別出力有功於朝

廷者，可賞加或晉升二品或頭品。 
60 《新疆歷史辭典》，頁 668，「騰格」條。另譯為天罡，原義為銀，轉義為銀幣。 
61 頁 690、740二處均如此，而標點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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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使飲。」標點本所依據的武英殿本，文句為何與四庫本不同，有待進

一步了解，而參照滿文本或稍解該句文義。「賚銀幣」，其中漢字的銀幣，

滿文作為「menggun suje」，即銀、綢緞。多了綢緞一義。  

又，「時阿克蘇伊什干伯克頗拉特覬阿奇木伯，慫回眾薦己，訐鄂對…」

其中「慫回眾薦己」一句，四庫本、標點本均把「己」寫作「已」，查滿

文本寫做「 tere fonde aksu i  is igan bek polat .  akim bek oki seme hiracame 

geren hoise be šusihiyeme.  ini beyebe akdulabumbime. ūdui be habšabuha」，
62意即：「頗拉特挑唆回眾，保薦他自己。」應據滿文本改正。  

滿文本對人名、地名的判斷可以提供有效的參考，例如：標點本在〈哈

什木列傳〉裡，把康熙二十五年（ 1686），自吐魯番來貢的元朝後裔，不

分標點的寫做「阿布勒穆咱帕爾蘇勒檀瑪哈瑪特額敏巴圖爾哈什汗」，對

照滿文本的標點和人名詞組，這可能是由五個人名組成而來，該句為：「 abul.  

mudzapar sultan.  mahamat.  emin batur.  hasihan gebungge urse beyebe yuwan 

gurun i  enen seme turfan ci  albabun jafajiha.」意即：「名叫阿布勒、穆咱

帕爾蘇勒檀、瑪哈瑪特、額敏巴圖爾、哈什汗等眾，自稱為元朝之裔，自

吐魯番來貢。」滿文本為不容易斷句的一長串人名，提供區別的參考依據。 

在用辭上亦有細緻區別，哈什木乃是元太祖裔，傳十世之後，「棄蒙

古俗，習回教」，此二句滿文作 monggo i  tacin be waliyafi  hoise i  tacihiyan 

be taciha。回教的教是用 tacihiyan 來表示，意指教訓、訓言。而對黃教，

即藏傳佛教，則用 šaj in 一字， 63是宗教、教法之意，這種用詞的差異與當

時滿洲皇帝以不同的態度看待兩種信仰相呼應。  

（三）補充《西域同文志》的內容  

滿文本裡有不少人名、地名不見於《欽定西域同文志》者，可據滿文

得到最近接原語的讀音，或許還有機會進行語音的還原。不見於《欽定西

域同文志》的詞彙，包括人名、族名、地名，舉例製表如下：  

表 2-1 滿文本《蒙古王公表傳》人名、族名比較一覽表  

漢  譯 滿 文 拼 音 備  註 

巴達克山 badakšan 部族，《職貢圖》寫做拔達克山 

                                                 
62 〈鄂對列傳〉，滿文本。 
63 滿文 šajin，蒙文則做：šasin，意為宗教、教訓、禁令、法度，滿文的「黃教」一詞，即 suwayan 

šajin，或許借自蒙文 sir-a yin š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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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喀勒索丕 sakalsopi 阿卜都爾璊之妹 

頗拉特 polat 阿克蘇伊什干伯克之名 

阿卜都喇伊木 abduraim 葉爾羌伊什干伯克之名 

霍罕額爾德尼伯克 hoohan i erdeni bek 《職貢圖》滿文圖說，寫做 hoogan 

和卓阿斯瑪 hojo asma 大和卓布拉呢敦之子 

阿卜都哈里克 abduhalik 同上 

和卓巴哈敦 hojo bahadun 同上 

薩木薩克 samsak 同上 

阿其睦 akim 布嚕特散秩大臣 

額穆爾 emur 阿其睦之弟 

鄂斯璊 osman 鄂對之長子 

邁哈默特鄂三 maihamet osan 鄂斯璊之長子 

明依勒哈 ming’ilha 布嚕特阿特巴什鄂拓克之長 

納喇巴圖 narabatu 布嚕特呼什齊鄂拓克之長 

察哈岱 cahadai 元太祖次子 

特木爾圖呼魯克 temurtu huluk 察哈岱十傳之後裔 

莽蘇爾 mangsur 哈什木之兄 

伊克和卓 ike hojo 阿卜都爾璊之祖父 

瑪爾噶朗 margalang 部族名 

那木干 namagan 同上 

塔什干 tašigan 同上。《西域圖志》作塔什罕64 

表 2-2 滿文本《蒙古王公表傳》地名比較一覽表  

漢  譯 滿 文 拼 音 備  註 

敏珠爾嶺 minjur 霍罕部境內 

沙古則里 šagudzeli 地近葉爾羌一帶，不見於《西域圖志》 

額德格納 edegene 65 西布嚕特所屬之額德格納鄂拓克66 

阿特巴什鄂拓克 atbaši otok 布嚕特所屬，不見於《西域圖志》 

呼什齊鄂拓克 hūsici otok 同上 

英吉沙爾 inggi šar 《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均作英噶薩爾，

                                                 
64 《西域圖志校注》（烏魯本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頁 579、581。 
65 又譯為厄爾格納，為西布魯特最大的部落之一。於乾隆年間歸附，遺使入覲。參見《新疆歷

史辭典》，頁 724。 
66 《西域圖志校注》，頁 576。 
67 《西域圖志校注》，頁 274，又該地即今英吉沙爾縣所在地，見頁 277之注釋。《欽定西域同文
志》，頁 34，英噶薩爾，回語之意為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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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gasar67 
賽哩木 sairim 《西域同文志》作賽喇木，sairam68 

克爾雅 kerya69 和闐六城之一 

 

滿文本《蒙古王公表傳》頗有校對《西域同文志》的價值。各列傳當中的

滿文地名、人名，常出現其拼音與《西域同文志》裡的滿文不相同的情況，

例如：「阿勒楚爾」，滿文寫作 alcur，《西域同文志》作 aracul，後者讀

音較為準確，應據後者校改。 70「伊西洱庫爾」，滿文寫作 is i l  kur，《西

域同文志》作 yešir  kul，後者讀音接近維吾爾語，較為準確。71「派罕帕爾」，

paihanpar，為額色尹之始祖，《西域同文志》作 paigambar。72「阿哈瑪特」，

ahamat，為大小和卓之父，《西域同文志》作「瑪罕木特」mahanmut， 73為

同一人之別名。 74「布拉呢敦」， buranidun，即所謂大和卓，《西域同文

志》，作 boronidu，音譯作「波羅泥都」。由此或可判斷，滿文本《蒙古

王公表傳》，若干地名拼音或許受漢語發音的影響。  

然而，《西域同文志》不同之處不盡然是誤刻，或許別有原因，例如

發音上的考慮。策妄阿喇布坦， tsewang rabtan，《西域同文志》滿、蒙文

rabtan 均作 arabtan，然此名乃是據藏文 tshe-dbang-rab-brten 而來，因此，

《蒙古王公表傳》只寫成 rabtan 應是反映藏文 rab-brten 的拼音。 75 

（四）擴大滿學研究資料  

乾隆二十五年（ 1760），平定回部之後，鄂對亦被列入紫光閣五十功

臣像之一，乾隆皇帝為他題贊：「平伊犁時，歸順勤王，回部杰出，其心

允良，往諭和闐，被圍三月，共噶布舒全守卓越。」查閱滿文本，該贊譯

做：「 i l i  be necihiyere fon ci  dahanjif i .  wang ni  jal in faššaha.  hoisei  dorgi  

                                                 
68 《欽定西域同文志》，頁 38。 
69 克爾雅，舊對音為克里雅。參見《西域圖說校注》，頁 300。 
70 《欽定西域同文志》，頁 53，阿勒楚爾，維吾爾語寫做：arajul，《欽定西域同文志》音譯做：
阿喇楚勒；又據《西域圖志》所載，阿喇楚勒，舊對音為阿爾楚爾。參見《西域圖說校注》，

頁 275。 
71 《欽定西域同文志》，頁 120。「伊西洱」為「葉什勒」之舊對音，維吾爾語寫做：yäšir kul，《欽
定西域同文志》音譯做：葉什勒庫勒，意為綠色的水池。 

72 《欽定西域同文志》，頁 194。 
73 《欽定西域同文志》，頁 203-204 
74 《新疆歷史辭典》，頁 258，瑪罕木特又有譯為木墨特。 
75 《欽定西域同文志》，頁 124、125。藏文 Tshe-dbang意為長壽灌頂，rab意為殊勝，brten意為
依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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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gorome tucike niyalma. terei  muji len yargiyan i  saišacuka.  hotiyan de 

tohorombume genefi .  i lan biya otolo kabuha. gabšu i  sasa karmame 

tuwakiyame mujakū  fafurašaha.」對照可知，滿文乃據漢文逐句譯出，沒有

出入。〈紫光閣功臣像〉目前流散各地並沒有完整調查，原贊滿文譯本贊

文更難考察，因此，滿文本《表傳》所載贊文即成為珍貴的翻譯史料，頗

益於滿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