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掇爾多密：清宮演奏的蒙古樂曲  

第一節 宮廷音樂與掇爾多密 

清朝自清太祖努爾哈齊建國以來，即開始嘗試運用中原王朝的禮樂制

度，隨著統治形勢的穩固，國家禮樂制度亦日趨完備。音樂是各項儀式典

禮中不可或缺的部分，是故，天命元年（ 1616），努爾哈齊即位瀋陽，「諸

貝勒群臣廷賀上壽，始制鹵簿用樂」。 1在接受儒家禮樂體制的過程當中，

滿族統治者仍把握了特色鮮明的民族音樂傳統，這些傳統有的源自是滿洲

本身，例如：太宗天聰八年（ 1634），明定出師謁堂子、拜天行禮樂制；

2有的汲自蒙古，那是總數達九十八曲之多的《笳吹樂章》和《番部合奏樂

章》，有的來自周邊部落與藩屬，林林總總，形成了以滿洲為中心，四裔

環繞的宴樂格局，而清代的非漢族音樂的建立也與疆域的逐部形成相呼

應，產生別具特色的清朝禮樂文化。  

本章針對其中的十分有特色的蒙古樂作為探討重心。滿洲與蒙古兩者

地域相鄰，交流頻繁而深入，在入關前即建立起關係緊密的姻盟關係，透

過藩部化的整頓過程，蒙古成為清朝重要的北方屏障。滿洲與蒙古文化交

流密切，僅音樂一項，已頗感可觀。康熙皇帝決心整頓禮樂竟也與蒙古有

關：「康熙二十九年（ 1690），以喀爾喀新附，特行會閱禮，陳鹵簿，奏

鐃歌大樂，於是帝感禮樂崩潰，始有志制作之事」。 3不但經過多年考訂，

康熙皇帝更是親自學習天文、數學、音樂等科學，終於康熙五十二年（ 1713）

六月創修了有關樂律理論的《律呂正義》，次年十二月完成。 4乾隆年間繼

續研究《律呂正義》，完成《律呂正義後編》，使清代樂制完備有序，並

收入包括蒙古樂曲在內的各種非漢族音樂，其樣貌形式也得以流傳至今。  

                                                 
1 《清史稿》，卷 94，志 69，樂 1，頁 2733。 
2 《清史稿》，卷 94，志 69，樂 1，頁 2733。。 
3 《清史稿》，卷 94，志 69，樂 1，頁 2738。 
4 《御製律呂正義》內含上編二卷、中編二卷、續編一卷。康熙五十三年，和碩誠親王允祉等，

以《御製律呂正義》進呈，得旨，與《曆象考成》、《數理精蘊》二書，合編為一部，名曰：《律

曆淵源》。關於《律呂正義》的相關編纂過程，參見陳萬鼐，《清史樂志之研究》（臺北：國立

故宮博物院，民國 67（1978）），頁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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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掇爾多密」意指奏蒙古樂，也是清代蒙古樂曲的一種，見諸各種官

書典籍。該詞源自蒙古，成於滿洲，所反映的語文發展及音樂內容，也是

源自蒙古，又成為滿洲音樂文化的一部分，透過該詞的考釋以及演奏、記

譜形式的階段性變化，我們得以了解清代滿蒙文化交流的豐富意涵。滿族

音樂是清史、滿學研究不可或缺的課題，也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 5唯較少

從滿蒙文化交流的角度來探討滿族音樂，本章介紹清宮蒙古樂曲的內容，

並突顯滿洲政治文化汲取蒙古文化而自我充實的特徵。  

一、 掇爾多密 

「掇爾多密」一詞來自滿文 cordombi 的漢字音譯，有幾種解釋。清代

辭書的定義是：笳吹、奏蒙古樂；掇爾多密亦是清代官書所收蒙古樂曲的

一種，清宮蒙古樂曲可分作二樂章：《笳吹樂章》即是掇爾多密，《番部

合奏樂章》，又叫什幫或什榜，乾隆年間即將「掇爾多密」視做「笳吹」，

什幫視做「番部合奏」， 6二者都是樂章名稱。另外，清代亦有以掇爾多密

作為蒙古樂曲的通稱。 7 

清代以蒙古樂曲做為朝廷宴樂的重點項目，設有屬承辦機構。據奉寬

先生的考察：  

按蒙古笳吹大樂，大燕用之，國語謂之 cordombi，掇爾多密，隸樂

                                                 
5 在清代宮廷音樂方面有：佟侻，〈清入關前滿族宮廷音樂概說〉，《滿族研究》，1994：4，頁 66-69
袁荃猷，〈一幅難得的清代蒙古族作樂圖〉，《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3，頁 49-51。萬依，〈清
代宮中的滿族音樂〉，《滿學研究》，第一輯（長春：吉林文史出版社，1992），頁 229-238。萬
依、黃海濤，《清代宮廷音樂》（香港：中華書局，1985）。羅明輝，〈清代宮廷音樂的政治文

化作用〉，《滿學研究》，第六輯（2000），頁 433-446。針對蒙古樂有較多闡釋是余少華，〈蒙

古樂與滿洲舞在清代的文化功能〉，《滿學研究》，第六輯，頁 420-432，並深入探討清代將「四
夷樂」改作「四裔樂」的意義，見 Siu-wah Yu（余少華）, “The Meaning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Non-Chinese Mus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 Court”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6). 金啟琮，〈清代漢譯的蒙古樂曲〉，《漠南集》（呼和浩特：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頁 183-207（原載《蒙古史文稿》，1978：2）。在薩滿信仰與滿族
音樂文化方面：劉桂騰，〈薩滿教與滿洲跳神音樂的流變〉，《滿學研究》，第一輯，頁 239-253。
比較多方面講述滿族音樂的著作是石光偉、劉桂騰、凌瑞蘭，《滿族音樂研究》（北京：人民

音樂出版社，2003），該書深入提到滿族音樂的歷史淵源，以及民歌、薩滿、樂器等多方領域，

並評價清廷的禮樂觀念，並提昇至清代文化政策的理解角度。 
6 《欽定大清會典》（乾隆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8，頁 24。 
7 《清國史‧樂志》（北京：中華書局，1993），卷 14，頁 293。「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爾獲其樂，

列於宴樂，是曰蒙古樂曲，有笳吹，有番部合奏，皆為掇爾多密之樂。」另見《清史稿》，卷

94，志 69，樂 8，頁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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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什幫處，即蒙古音律處，國語曰 corci  ba，掇爾契處，亦曰 corci 

yamun，掇爾契衙門。 8 

其中所謂的「掇爾契處」，這個單位在清代官書多作「什幫處」。 9這或可

說明掇爾多密與什幫二詞彙有時是可以通用的，均指蒙古樂曲。  

乾隆初年內府所編的滿文詞書《滿蒙漢三體字書》，也收入 cordombi

一詞，書中漢文詞條寫做「胡曲」、「胡樂」表示此樂非漢民族固有。 10又

據乾隆中葉編纂的《御製增訂清文鑑》，漢文則譯做「奏蒙古樂」，其滿

文釋意：「monggoi（蒙古的）  ucun（歌曲）  de（於）  acabume（使相

合）  coron（胡笳）  mekeni（口琴）  i（的）  jergi（等）  jaka（物）  i

（的） kumun（樂器） deribure（演奏） be（把） cordombi（掇爾多密，

奏蒙古樂）  sembi（說）」， 11此與康熙年間的《御製清文鑑》釋意相同，

12意即：「配合蒙古歌曲，以胡笳、口琴等樂器伴奏，稱之 cordombi」。

其中，「胡笳」，滿文拼作 coron，乃據蒙古語而來。蒙古文拼做 čuγur，

口語及喀爾喀蒙古讀做 цoop 或 цyyp。 13而蒙古文 čuγur 至少有胡笳和馬頭

琴兩種意義， 14前者為管樂，後者為弦樂，滿文取其胡笳之意。  

掇爾多密的滿文亦是從蒙語拼讀而來，滿文 cor 接近蒙文 čuγur 的口

語，清代蒙文 čoγordomui 可用滿文拼做 cogordomui，15滿語 cordombi 則根

                                                 
8 中國科學院圖書館整理，《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魯書社，1996），冊 5，
頁 716。corci ba，另據安雙城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遼寧民族出版社，1993），頁 825，
「綽爾齊處，即專習滿洲蒙古吹歌處。」 

9 《清國史‧樂志》，卷 1，頁 196；卷 2，頁 205。乾隆三年，奏准蒙古樂什傍處給與印信。該

專屬機構之印文寫的是掇爾契或是什榜則待考。 
10 「胡曲」見於《滿蒙漢三體字書》，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冊

722，頁 25。「胡樂」見於（清）屯圖，《一學三貫清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723，
頁 33。 

11 《御製增訂清文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頁 9。 
12 此根據由康熙四十七年《御製清文鑑》，康熙五十六年改編成附加蒙文對譯的《御製滿洲蒙古

合璧清文鑑》，其中的蒙文部分，1977 年，內蒙古出版社曾以《二十一卷本辭典》（呼和浩特：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為名出版。本文亦參考乾隆八年時進一步以滿文拼寫蒙文而改編

的《御製滿蒙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冊 720，頁 150。
蒙文釋意：「mongγol-un daγuu-dur neilegülen. modon čuγur temür quγur-un jerge–yin yaγuman-u 
kögjim egüskeküi-yi čoγordomui kememüi.」意即：「配合蒙古歌曲，以木胡笳、鐵琴等樂器演

奏，稱之 čoγordomui」，《二十一卷本辭典》，頁 778。 
13 William Rozycki, “Monggol Elements in Manchu＂, p. 77. 
14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院蒙古語文研究所編《蒙漢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9），頁 1285。馬頭琴現在蒙古語一般亦拼寫成 morin quγur，頁 677；另有 kigili亦叫馬頭
琴，頁 628。 

15 康熙年間，蒙文拼作 čoγordomui，見《二十一卷本辭典》，頁 778。蒙文 čoγordomui滿文音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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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蒙古語音而來，以 cordo 為字根，再加上滿文動詞的附加成分 -mbi，合

拼讀寫做 cordombi，即是「笳吹樂章」的「笳吹」，且其意已轉為「奏蒙

古樂」。  

當時也把「蒙古樂曲」直接以蒙古語稱作：「綽爾齊」。 16據《清高

宗御製詩》載：「蒙古彈火不思、吹笳奏曲，謂之綽爾齊。」17「綽爾齊」，

的本意當是指拉琴、吹奏之人，乾隆皇帝對這方面的見聞頗留意，並留下

記錄：「蒙古謂胡笳奏曲人為綽爾齊，以蟬聲與胡笳相似因即以蟬名」。

18《理藩院則例》所載筵宴儀注，也列有「笳吹隊舞」、「蒙古樂歌」、

「蒙古樂」，而「蒙古樂歌」，也就蒙古語：「綽爾齊」。 19 

滿洲根據胡笳為蒙古的代表性樂器而創造此字，而此字又不限用於胡

笳之吹奏，泛指奏蒙古器樂，尤其在乾隆朝對宮廷宴樂進一步定制之後，

是指《笳吹樂章》，所用的口琴、箏、胡琴、胡笳四種樂器之演奏。以下

就僅就胡笳一項略作介紹。  

二、 胡笳 

《御製增訂清文鑑》及《皇朝禮器圖式》等官書可代表清代宮廷演奏

蒙古樂所用樂器的形制。胡笳（ coron），據《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釋文，

意即：「將木料造如喇叭略撅彎狀，作四孔吹奏，稱之胡笳（ coron）。」
20而在《皇朝禮器圖式》略有不同：「胡笳，木管三孔，兩端加角，末翹

                                                                                                                                            
做：cogordomui，見《滿蒙文鑑》，頁 43。現代蒙文則寫做 čuγurdaqu，有吹胡笳、拉馬頭琴、

發低音等意，參見《御製蒙漢詞典》，頁 1285。從 čuγur到 čuγurdaqu是一個由名詞到動詞的
變化，該字的「中綴成分」-da-，即表示出自名詞或形容詞的動詞。參見 Nicholas Poppe,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p. 64.  

16 蒙文寫做：čuγurči，此字現代多解做：吹笳人、馬頭琴手。 
17  《御製詩三集》，卷 42，頁 11-12，〈（甲申）八月廿六日蒙古王公等獻宴即席得句〉，「宛轉流

綽爾齊終」一句詩注。 
18  《御製詩五集》，卷 49，頁 31，〈聞蟬三首〉，「蒙古謂之綽爾齊」一句詩注。蟬，蒙文寫做：

čaljaγ-a，胡笳與蟬聲的關係是否如乾隆皇帝所言，待進一步考察。 
19 《理藩院則例》（楊選第校注本），卷 18，宴賚上，頁 197-198，「笳吹隊舞」之笳吹是指拉胡

琴、吹簫、吹嗩吶和跳舞，蒙文寫做：quγrudaqu biskigürdekü böjiglekü；「進蒙古樂歌」蒙文

寫做：čuγurči dabsiγulqu；「蒙古樂」蒙文寫做：čuγurdaqu kögjim，參見尼日拉圖、金峰校注，

《理藩院則例》（海拉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蒙文本，下冊，頁 341、344。滿文本
的表現方法有待考察。 

20 《御製增訂清文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頁 19。「moo be buleri i adali oyomeliyan 
weilefi duin sangga arafi fulgiyerengge be coron sembi.」按：滿文釋文內 yatuhan 此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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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口哆，管長二尺三寸九分六釐，⋯⋯管以樺木飾之。」 21二者同是木

管，但有三孔和四孔的差異。  

《西域圖志》亦收載準噶爾蒙古的樂器，其中之一即是「綽爾」：「形

如內地之簫，以竹為之，通體長二尺三寸九分六厘。凡四孔，最下一孔距

管端二尺一寸三分，次上一孔距管端一尺九寸項三，次上一孔距管端一尺

七寸二分，最上一孔距管端一尺五寸二分三厘。上口徑九分六厘四亳。管

末口徑六分三厘，以舌側抵管之上口，吹以成音。」 22只有長度和《皇朝

禮器圖式》所載相同，《西域圖志》對此注解：「準部樂器與蒙古相若，

惟蒙古番部合奏樂、笳吹樂中，有胡笳、軋箏、和畢斯之屬，今準部則無

之耳。」 23據上述注解，此「綽爾」卻不屬於清宮蒙古樂的演奏樂器，即

與上述的「胡笳」不同，考察其內容形式也確實是不相同的，但是，綽爾

即是蒙文 čuγur 的漢字音譯，也可譯做胡笳。 24總之，這幾種不同形制的胡

笳，或許也反映了這種樂器的古老，流傳已久，而出現不同的樣式。  

三、什幫 

「什幫」即滿、蒙文 šibang，常音譯做什榜，也經常對譯漢文做「番

部合奏」。合奏、合曲應是什幫的核心意義，《番部合奏樂章》裡的「合

奏」，以及其中的曲目〈大合曲〉、〈調和曲〉，滿文都使用了 šibang，

合、和二字對譯為什幫  š ibang。  

乾隆皇帝著有〈塞宴四事‧什榜〉詩，此什榜即是什幫， šibang，他

的解釋是：  

什榜，蒙古樂名，用以侑食。今俗所謂十番或因此。楊萬里詩有：

                                                                                                                                            
yatukan，頁 212。 

21 《皇朝禮器圖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頁 52。 
22 《西域圖志校注》（烏魯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卷 42，音樂，準噶爾部，頁 522。 
23 《西域圖志校注》，卷 42，音樂，準噶爾部，頁 522。。 
24 另據學者考察，現在仍在新疆阿爾泰山區流行一種「冒頓潮爾（modon čuγur），即木製胡笳，
這種民間樂器似是《西域圖志》所載準噶爾「潮爾」的前身。這種冒頓潮爾的形制及演出都

相當有特色：「豎吹三孔，兩端皆啟口。演奏時將管口抵上顎牙床之上，先以人聲發出渾厚的

低音，餘氣吹奏旋律，形成奇特的雙聲部」，這正是一種人聲與器樂結合的潮爾音樂藝術。冒

頓潮爾的製作也相當有民族地域特色：「用當地盛產的紅柳，先截取拇指粗細的柳枝，長約二

尺餘。將其剖為兩半，分別剜空，再合二而一，形成腔體，用新鮮羊食道管套住，以防漏氣。

曬乾後開三孔，即可演奏」，參見烏蘭杰，《蒙古族音樂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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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番長笛橫鼓，一曲春風出塞聲」之句。蓋樂曲名番，本塞外語，

而傳訛耳。其器則笳管箏琶弦阮火不思之類。將進酒，輒於筵前鞠

跽奏之，鼓喉而歌，和羅赴節，有太古之遺音焉。 25 

這裡似乎沒有將什幫的來源說清楚，只將它臆測做當時俗稱的「十番」，

且沒說明如何等同，又指出這是塞外蒙古樂，卻也和自元代蒙古發展而來

的弦索合奏相似；蒙古樂曲之一的《番部合奏樂章》，裡面就有〈大番曲〉、

〈小番曲〉二首，此二曲的「番」意指蒙古，正合於乾隆皇帝所謂：「蓋

樂曲名番，本塞外語，而傳訛耳」之意。此詩也清楚說明了實際上表現蒙

古樂的樂器種類、場合及演唱的音效特色。至於給以「太古之遺音」的地

位，正反映乾隆皇帝對此曲十分地重視。  

什幫的音義的來源目前似無定論，或可從其內容和名稱二方面來考

察。什幫主要是指合奏的表演形式，而明代以來「十番」等器樂合奏的流

行與發展，先是以打擊樂為主的器樂合奏，後來又加用管弦樂器，發展成

新十番。 26十番的意思，或許如學者所闡述的，「十」是泛指多數而言，

「番」是翻花樣或變化之意，十番即指著多樣變化而言。 27事實上，在清

宮裡有名為「十番學」內廷樂隊，演出清音十番，並不能和什幫相混。 28 

上述的十番樂曾是流行於江南一帶的合奏曲式，北方也有類似發展，

而在明代以來，北方曾流行「弦索」的合奏曲式，以弦樂為主，使用有二

根絃的提琴、與三弦接近的火不思，以及與箏相似的兔兒味瑟等彈弦樂

器，此種合奏形式是來自元代蒙古族的音樂，到清初又進一步發展其規

模，除了上述拉弦樂器之外，再加入琵琶、三弦、月琴、二弦等彈弦樂器，

和胡琴等拉弦樂器，及笙、笛、簫、管等吹奏樂器，雲鑼、拍板等打擊樂

器，亦即在蒙古傳統樂器之外，加入漢族傳統樂器。 29這種弦索合奏即成

為清代宮廷演奏的「番部合奏」的前身。 30 

 

四、蒙古樂的表演形式 

                                                 
25 《西域圖志校注》，卷首 3，天章 3，頁 36。 
26 吳釗、劉東升，《中國音樂史略》（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1983），頁 258、259。 
27 楊蔭瀏，《中國古代音樂史稿（下冊）》（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1981），頁 992。 
28 清宮內廷樂隊的情況，參見《清代宮廷音樂》，頁 29-31。 
29 《清代宮廷音樂》，頁 264、265。 
30 吳釗，《圖說中國音樂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9），頁 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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掇爾多密、什幫均指蒙古樂曲，包括了演奏與演唱。宮廷蒙古樂曲的

演奏方式是：《笳吹樂章》：司樂器四人，司章四人，均蟒服，立丹陛旁；

《番部合奏樂章》：司樂器十五人，亦均蟒服，立丹陛旁，與笳吹一班同

入，一叩，跪一膝，奏蒙古樂曲。 31 

《養吉齋叢錄》對什幫的解釋有提到，它是演樂而歌的蒙古音樂，除

了各種樂器，「鼓喉而歌，和羅應節」即是演唱的描述。 32又據乾隆朝臣

工錢維城於避暑山莊觀看燈節活動所寫詩句：「急拍高歌上下吭，捷逞都

盧紛雜沓」，也應是蒙古歌曲的特徵。 33 

上述的蒙文「掇爾」， čuγur，除了意指胡笳，也有低音之意，是故蒙

文 čuγurdaqu 除了意指吹胡笳、拉馬頭琴，又可理解為發出低音。這是一

種蒙古歌曲特殊的唱法，是蒙古特有的合唱藝術形式， 34將掇爾的合唱的

基本要素移植在同一人身上，成為人聲掇爾裡的一種獨特的喉音藝術，一

人同時唱出兩個聲部，此技巧稱為「呼麥（ kögemei）」。 35 

因此，若就蒙古歌曲的唱法藝術形式來看，《笳吹樂章》之「笳吹」

亦是以「掇爾」為字根，帶有掇爾合唱、呼麥「喉音」、胡笳等伴奏的古

老演唱形式。 36 

 

 

第二節 蒙古音樂的演出記錄  

                                                 
31 《清史稿》，卷 101，志 76，樂 8，頁 3010。 
32 （清）姚元之，《養吉齋叢錄》，卷 16，引自金啟琮，〈清代漢譯的蒙古樂曲〉，頁 202。 
33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 3，頁 19，〈山莊燈夕錫宴聯句〉。 
34 《蒙古族音樂史》，頁 166。作者烏蘭杰對「潮爾（čuγur）」的解釋：一般由一人領唱，另由

一、二人擔任潮爾（掇爾），配唱固定低音，與上面旋律聲部構成八度、四度、五度和音，從

而形成多聲部音樂形態。 
35 《蒙古族音樂史》，頁 172、173。「呼麥」此音譯應是據內蒙古蒙語的拼讀而來，畏兀兒蒙文

寫做 kögemei，有「喉」的意思，《蒙漢詞典》，頁 701。喀爾喀蒙語的拼讀則略有不同，寫做

kögeme，亦有「喉嚨、咽」的意思；「用喉音唱」，寫做 kögemedakü；「喉調歌曲家」，寫做
kögemečin，參見《新蒙漢詞典》（北京：商務印書館，1999），頁 1401。 

36 《蒙古族音樂史》，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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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掇爾多密意即奏蒙古樂，可以說任何蒙古音樂的演出，滿文都稱之為

掇爾多密，而說成什幫也無不可。然而若專指宮廷宴樂裡的蒙古音樂，按

清代官書所載，掇爾多密為《笳吹樂章》，什幫為《番部合奏》，分別是

二套蒙古樂曲，各有數十首小曲子。  

滿洲接觸蒙古音樂的歷史在清代似乎沒有被系統記錄下來，至少在清

太宗天聰年間，蒙古樂已成為宮廷音樂，早在天聰三年（ 1629），清太宗

為大宴科爾沁大妃，「備陳滿洲、蒙古、漢人、朝鮮四國樂舞。」 37蒙古

樂正式進入清宮的記錄是清中葉以後所追述的，在天聰九年（ 1635），清

太宗收服察哈爾蒙古，將得自察哈爾汗庭的樂曲收為滿洲之用，即是宮廷

蒙古樂曲的來源，「是曰蒙古樂曲，有笳吹，有番部合奏，皆為掇爾多密

之樂。」38當時還把得自瓦爾喀、朝鮮等諸樂也列入宴樂項目，建立了「四

裔樂」的規模，而蒙古樂曲的份量最大，特別受到清廷的重視，乾隆初年

更將之重新詞譜，翻譯滿漢歌詞。  

一、康熙朝的情況  

康熙三十五年（ 1696），在親征噶爾丹的路途上，蒙古音樂與奏樂人

曾經陪伴滿洲君臣渡過一些軍旅時光。康熙三十五年十一月十二日，康熙

皇帝一行人駐蹕 kūwa tolohoi，展開圍獵，十四日，以蒙古樂娛興。滿文

上諭裡記載了相關情形及蒙古樂師的言論，漢譯略謂：  

是日，無事閒暇時候，我等奏蒙古樂之人、鄂爾多斯奏蒙古樂人等、

厄魯特奏蒙古樂之二彈箏人皆帶來，齊樂一天。厄魯特之樂師雅克

什說道：「我已六十五歲，四部厄魯特之主皆識。今見過大皇帝之

處，一切才能全備，仁慈無不及之處，賜恤於眾，撫育諸蒙古，貧

賤不棄。我等之主則不然，不見一切之人，自作高傲，觀此，興盛

之主皆天縱之人。」又戲言：「觀此圍獵，不唯地上走兔，飛行之

雉皆可四處截堵。此處放鷹彼處捕之，彼處放鷹此處捕之，觀此截

捕並不能逃出。爾等尋探噶爾丹較此又嚴矣，如何能逃出。竊意以

為，每於一蔽隅存命而已。」此老者稍言不忘故舊之意後，眾人皆

笑，朕甚以為是。此我等閒居玩樂者，將此閒來寫下。 39 

                                                 
37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天聰三年閏四月丁丑，頁 142。 
38 《清國史‧樂志》，卷 14，頁 293。 
39 《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輯，頁 443-445。滿文轉寫如下：……ere inenggi baita akū šolo de. 

musei cordoro urse ordos i corodoro urse ūlet i cordoro yatuhan fithere juwe niyalma be gemu gaj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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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所描述的蒙古樂師有的是清廷自己的，也有來自鄂爾多斯及厄魯特蒙

古，後者或許因此充實清宮裡的蒙古樂團。康熙皇帝顯然頗喜歡蒙古樂

藝，也是入境隨俗之舉。其中就厄魯特樂師雅克什所言，他或許曾以樂師

身分於獻藝於各蒙古汗廷，後來改降清軍，作此弄臣之言，在此圍捕噶爾

丹之際，康熙皇帝非常同意他對雙方形勢的譬喻。這位樂師所唱的蒙古歌

曲也譯做漢文流傳，被當時人認為是「天山敕勒之嗣音」：  

雪花如血灑戰袍，奪取黃河當馬槽，滅吾名王兮虜我使歌，我欲走

兮無駱駝。鳴呼，黃河以北奈若河。鳴呼，北斗以南奈若何。 40 

此件滿文上諭裡的 cordombi，又有學者譯解為「吹笳」， 41筆者認為一個

樂團不應只有會吹笳的樂師，且據康熙、乾隆朝滿文辭書裡的定義均解為

「奏蒙古樂」。  

朝鮮人金昌業自康熙五十一年（ 1712）年十一月隨其兄正使金昌集到

來北京，因無職務，乃在北京閒遊，相關見聞集為《老稼齋燕行日記》。

康熙五十二年（ 1713）二月初九日，他到宣武門內天主堂（南堂），詳記

所見，其中包含有蒙古音樂。天主堂有自鳴鐘，每當日影到位則有鐘聲傳

出，令金昌業驚異的正是一陣陣自音樂盒傳出的樂曲：  

所怪者，鐘聲才止，東邊虹門內忽有一陣風聲，如轉眾輪，繼而樂

作，笙、簧、絲、竹之聲，不知自何處出，律呂合度，宮商成調，

通官輩云：此中華之樂。良久而止。復出他聲，其聲如朝參時所聽。

通官輩云：此今之樂。良久而止。復出他聲，其聲急促，通官輩云：

此蒙古之樂。亦良久而止。 42 

透過金昌業的記載，我們得以了解，在康熙年間宣武門天主堂裡，機械演

                                                                                                                                            
emu inenggi eficihe. ūlet i cordoro yakšai hendurengge. bi ninju sunja se oho. duin ūlet i ejete be 
gemu saha. te amba han ba tuwaci eiten erdemu be yongkiyahabi. gosin jilan isinahakū ba akū. 
geren de kesi isibume uheri monggoso be bilume yadahūn fusihūn be hatarakū. meni ejete ere gese 
akū bihe. eiten niyalma be acarakū. beyebe umesi wesihun arambihe. erebe tuwahade muktere ejete 
gemu abkai salhabuha niyalma nikai seci geli yobodome ere aba de tuwaci. na de feksire gūlmahūn 
sere anggala. deyere ulhūma be ba bade tosofi. ubaci giyahūn sindame tubade jafambi tubaci 
giyahūn sindafi ubade jafambi. ere tosoro jafare be tuwaci umai tucime muterakū. suweni g’aldan be 
cihalahangge ereci geli cira kai. adarame tucime mutembi. mini gūnin oci. yaya emu wei de ergen 
bikini seme gūnirengge. ere sakda niyalmai fe be onggorakū majige gūnin sehe manggi. geren gemu 
injecehe. bi mujakū urušehe. ere meni sula tehede eficehengge erebe bai araha.…… 

40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 8，頁 466-467，〈老胡笳歌〉。 
41 cordombi譯做吹笳，見《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20。該譯文寫做：「我等之吹笳者，
鄂爾多斯吹笳者，厄魯特吹笳、彈箏者二人皆攜之來同娛樂一日……。」 

42 金昌業，《老稼齋燕行日記》，引自〈清代漢譯的蒙古樂曲〉，頁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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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音樂盒音樂，透過通事的解說，「中華之樂」、「今之樂」可能是「中

和韶樂」、「清樂」一類的朝廷樂曲，而所謂「其聲急促」，正為蒙古樂

曲的特徵之一，可能是朝廷所用的蒙古樂。這也反映蒙古音樂不限用於朝

廷，也出現在清代宣武門一帶的熱鬧人群裡，民間百姓對此樂並不陌生。  

二、乾隆朝以後的情況 

乾隆皇帝即位之後，即將朝廷的禮樂制度做了一番修整，並明載典

冊，使演出成為定制，以下先簡述其管理機構，再介紹蒙古樂的演出記錄。 

乾隆三年 (1738），奏准蒙古樂什傍（幫）處給與印信， 43什幫處後來

改隸於樂部。乾隆七年（ 1742），設樂部，內含管理宴樂的和聲署，什幫

處也歸入樂部。44樂部又於乾隆十四年（ 1749)有所變動，45以滿洲官員兼管

樂部，或許正為了一個重要的目的：「是年，詔以蒙古掇爾多密各曲皆增

制滿洲曲文。嗣後每用樂，擇其曲名之佳者，或滿洲曲二、蒙古曲二，或

滿洲曲一、蒙古曲一，先期奏聞，至時承應。」 46這表示將蒙古樂曲裡的

蒙文歌詞翻譯作滿文，而日後的演唱或有滿洲詞，或用蒙古詞，滿文與蒙

文歌曲等同分量。  

在乾隆初年的《滿蒙漢三體字書》裡，其中〈言語篇〉（ gisun meyen 

i  hacin）提到了過新年元宵時的活動，亦有蒙古樂曲的耹賞。漢譯略謂：  

爾等尚未得福字，寫了福字之後，賞給爾等，著賞科什。吃過科什

之後，看煙火、盒子燈，聽什幫、掇爾多密。……著看今晚「慶豐

圖」等各項燈藝，坐於爾等之蒙古包，看煙火、盒子燈，聽掇爾多

密。 47 

                                                 
43 《清國史‧樂志》，卷 2，頁 205。 
44 《清國史‧樂志》，卷 3，頁 213，「凡太常寺神樂觀所司祭祀之樂，和聲署掌儀司所司朝會宴

饗之樂，鑾儀衛所司鹵簿諸樂，均隸於樂部，欽派禮部並內務府大臣各一人，暨各部院大臣

之諳於音律者總理樂部事務」。 
45 《清國史‧樂志》，卷 4，頁 219，「奏准嗣後禮部滿洲尚書兼管樂部、太常寺、鴻臚寺職銜，

著為定例」。 
46 《清國史‧樂志》，卷 4，頁 218。 
47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363-366。滿文轉寫：suwe kemui hūturi hegen bahara unde. hūturi hergen 

arambi. hūturi hergen arafi. suwende šangnambi. kesi šangna. suwe kesi jeke manggi. tuwai efin 
hoseri dengjan tuwa. šibang cordoro be donji.……ere yamji king fung tu i jergi eiten hacin i dengjan 
efin be tuwa. suwe cargi monggo boode tefi. tuwai efin hoseri dengjan be tuwa. cordoro be donji.其
中的 kesi 意為：恩、賜予、賞賚，參見（清）福格，《聽雨叢談》，〈克食〉，卷 11，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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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賜福字、看「慶豐圖」燈戲等節目， 48以及掇爾多密蒙古樂的欣賞

都是皇帝與王公大臣年節同樂的娛樂項目。  

乾隆九年（ 1744）以後，在筵宴場合裡，宴樂表演的順序有所調整，

除夕時，保和殿筵宴蒙古王公等，先進蒙古樂曲，次慶隆舞；元旦時，太

和殿筵宴王大臣，互易用之。 49除了除夕、元旦之外，蒙古樂曲也是皇帝

慶壽之宴所不可或缺。  

乾隆十九年（ 1754），乾隆皇帝東巡，由熱河出中關，入喀拉沁境，

經敖漢、奈曼、土默特、科爾沁諸部後至吉林。沿途考察風物，也對演奏

蒙古樂的特殊樂器十分有興趣，例如：口琴，其形式「製如鐵鉗，貫鐵絲

其中，銜齒牙間以指撥絲成聲，宛轉頓挫有箏琶韻」，而他耹聽蒙古樂曲

的經驗，認為：「高山流水分明在，鳳尾龍唇非所知；綽爾濟歌天魔舞，

毳廬馬挏醉閼氏。」 50詩中表達了蒙古樂曲、樂器的神奇精彩。乾隆二十

一年（ 1756）春上元節，筵宴外藩時是日演奏《笳吹樂章》之〈牧馬歌〉。

51 

乾隆二十五年（ 1760），乾隆皇帝於木蘭圍獵時著有〈塞宴四事‧什

榜〉，描寫蒙古樂曲，詩云：  

平原擇向圓幕張，酪酥乳酒湘黃羊。名王捧觴起上壽，較漢公卿禮

數詳。渾撥四， 52火不思，曲長朔管如鞭吹。鳴羽發徵氣內運，叩角

動商響外披。初奏〈君馬黃〉：「大海之水不可量」，繼作〈善哉

行〉：「無貳無虞，式谷友朋」。 53 

這裡生動描寫了和蒙古王公同樂的場景，在蒙古包帳房裡，聆賞樂曲，此

所提到的二首樂曲〈君馬黃〉和〈善哉行〉，都出自《笳吹樂章》，並非

本詩題名〈什榜〉所應指明的《番部合奏樂章》，或許當時習慣以「什榜」

來包含包括《笳吹樂章》和《番部合奏樂章》的演出。總之，乾隆年間制

訂《笳吹樂章》和《番部合奏樂章》以後，此二套蒙古樂曲已成筵宴場合

裡不可或缺的演出節目，正是：「所謂綽爾多密者，蒙古備宴必用之。」

                                                                                                                                            
也指因恩典而賜之食物。 

48 關於「慶豐圖」的描述，參見《（清高宗）御製詩二集》，卷 54，頁 12，〈上元燈詞〉；《御製
詩五集》，卷 70，頁 22，〈燕九日同蒙古王公回部入覲官及外國陪臣等觀燈有作〉。 

49 《清史稿》，卷 101，志 76，樂 1，頁 2892。 
50 《御製詩二集》，卷 51，頁 24，〈蒙古土風雜詠十二首‧口琴〉。 
51 《御製詩二集》，卷 60，頁 12-13，〈新正小宴外藩〉，「易解教翻牧馬歌」一句詩注。 
52 「渾撥四」似指《番部合奏樂章》所用的月琴、火不思二種撥絃樂器，俱為四弦。 
53 《御製詩三集》，卷 8，頁 8-9，〈塞宴四事‧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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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關於蒙古樂的演出安排也載入《清會典事例》：  

道光二年（ 1822），諭自本年起，十二月二十三日，西廠子蒙古包

筵燕，著什幫預備滿蒙曲外，將清音各曲亦著一併預備，著為例。 55 

直到光緒年間，皇上的萬壽節慶也有安排曲：  

光緒十六年（ 1890），皇上萬壽，先期正月二十六日，在太和殿筵

燕，所有樂舞節次，遵照成案，先進慶隆舞人，司章歌作，小司舞、

大司舞、司舞人以次進舞。次喜起舞大臣進舞，次進蒙古樂曲，次

朝鮮擲倒技人，及掌儀司所屬各項技藝，仍照向例。 56 

可見乾隆朝以後，宮廷裡的蒙古樂曲並未見廢弛。特別是乾隆二十五年

（ 1760）和道光八年（ 1828）二次平定回疆，在凱旋筵宴之時均有「笳吹

樂章」的演出， 57這二次的凱旋之歌選用了笳吹樂的形式，前者還有滿漢

文辭章傳世。 58這裡的「笳吹樂章」滿文亦對譯做掇爾多密 cordombi，該

曲調雖不一定傳自蒙古，但此應用卻形之於蒙古。這二次制定的是取名為

「笳吹樂章」而非「番部合奏」，也許是因為笳吹樂章，所對應的掇爾多

密 cordombi 一詞，比起番部合奏所對應的什幫 šibang 一詞，更像是個道

地的滿洲字吧，而事實上，蒙古樂曲也逐漸為滿洲人所吸收，被改變了面

貌成為「滿洲樂」。  

 

 

 

 

第三節 樂譜版本改定及其滿洲化 

一、版本情況 
                                                 
54 《御製詩三集》，卷 52，頁 13，〈雨中蒙古王公等進宴詩以誌事〉。 
55 《大清會典事例》（光緒朝），卷 528，樂部 5，樂制，頁 1093。 
56 《大清會典事例》（光緒朝），卷 528，樂部 5，樂制，頁 1090、1091。 
57 《清史稿》，卷 99，志 74，樂 6，頁 2939、2940。 
58 《平西笳吹樂章清漢合譜》，收入《御製律呂正義後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2，頁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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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見的資料，只能針對《笳吹樂章》作版本比較，《番部合奏

樂章》的版本有《御製律呂正義後編》的單行本與收入《四庫全書》的版

本，以及內府所藏泥金精寫本，內容是相同的。 59 

另外有關《笳吹樂章》的著錄資料，目前根據版本共有： 1.《律呂正

義後編》本（以下簡稱後編本）； 2.《文淵閣四庫全書‧御製律呂正義後

編》（以下簡稱四庫本）； 3.、 4.嘉慶初年泥金精寫本甲、乙二種（以下

簡稱精寫本甲、乙）；5.收入《中國音樂史圖鑒》的內府黃摺抄本 60（以下

簡稱黃折抄本）； 6.舊寫本； 7.舊抄葉子本 61等。就工尺譜等特徵研判，後

編本和四庫本、精寫本乙相同，可以四庫本為代表；精寫本甲與舊寫本特

徵相似，前述各種版本均與黃摺寫本不同，故共得曲譜樣式三種，各種版

本資料見表 3-1。  

表 3-1 《笳吹樂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各種版本的說明與比較一覽表  

版本名稱 
曲名語文 

（由左至右） 

內容語文 

（由左至右）
工尺譜位置 其他特徵 資料出處 

四庫本 蒙、滿、漢 蒙、滿、漢 蒙文 前有〈引子〉 《文淵閣四庫全書》

後編本 蒙、滿、漢 蒙、滿、漢 蒙文 前有〈引子〉 
《御製律呂正義後

編》，收入，《故宮珍本

叢刊》，冊 27。 

泥金精寫本甲 滿、漢 滿、漢 滿文 
前有〈引子〉，後有〈滿

洲音律〉；漢文有斷

句。 

收入，《故宮珍本叢

刊》，冊 728，頁 135-
151。 

泥金精寫本乙 蒙、滿、漢 蒙、滿、漢 蒙文 前有〈引子〉 
收入，《故宮珍本叢

刊》，冊 728，頁 167-
201。 

舊寫本 不詳 滿、漢 滿文 
前有〈引子〉，後有〈滿

洲音律〉。和以上版本

相同有六十七章曲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稿本）》，冊 5，
頁 716-717。沒有版
圖。 

舊抄葉子本 不詳 漢、蒙 不詳 以工尺為主，旁註漢、

蒙文。前後〈引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稿本）》，冊 37，

                                                 
59 關於泥金精寫本，據出版說明所介紹，是嘉慶元年內府編輯，有樂章十餘種，磁青紙摺裝，

有紫檀木套匣。計有樂章十餘種。參見《故宮珍本叢刊》，冊 1，頁 56；冊 728，頁 89-227。 
60 劉東昇主編，《中國音樂史圖鑒》（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1988），頁 171，附圖 v-90，圖樣
左下角似有某藏書章，模糊不能辨識。這個版本也和袁荃猷，〈一幅難得的清代蒙古族作樂

圖〉，介紹的樂譜版圖相同，見《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3，頁 51，據袁荃猷的文章，這是
「音樂研究所」收藏的。 

61 舊抄葉子本的狀況，僅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所言仍不甚明白，而舊抄本的特

徵較為清楚，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 5，頁 716-717，該提要說明：「此乾隆

七年擬定筵燕所奏蒙古笳吹大樂歌章，滿漢合璧，更於滿洲字傍加譜工尺，善本也……六十

七章，前有「引子」（Ma. fiyelen），後有「滿洲音律」（Ma. manju mudan），裝潢三十三開冊，
頁式不分卷。」根據這些特色，其形式接近泥金精寫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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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音無歌詞，中間為

曲，凡六十餘。 
頁 627。沒有版圖。 

黃摺抄本 滿、漢、蒙 滿、漢 滿文 

蒙文曲名拼寫不同於

其他版本；曲目前有

〈引子〉，有的則沒

有；序號有變動等；似

乎不是完整的六十七

樂章。 

劉東升、袁荃猶主編，

《中國音樂史圖鑒》，

頁 171。 

由上表可知，《笳吹樂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的後編本和四庫本、精寫本

乙三者內容相同，都是以蒙文為工尺譜，即以蒙文演奏，蒙文部分應是完

整的原貌，滿、漢文部分是自譯自蒙文，再以三語「合譜」形式刊行。  

黃摺抄本是較為突出的版本，雖然也有滿漢合璧、滿文工尺譜的特

色，它不只是曲名有滿、蒙、漢三語，由版圖的內容看來，也不是有全部

六十七章曲目的版本。可惜目前只有某一〈引子〉的漢蒙部分以及〈君馬

黃〉全部和緊接的〈鐵驪〉滿文曲名可辨視，這個〈引子〉被學者當作是

〈君馬黃〉的一部分， 62如果真是如此，則這個版本是某些曲目前有〈引

子〉，有的則沒有，例如〈君馬黃〉下接的曲子〈鐵驪〉就沒有〈引子〉。

序號也和其他各版本不同，在各版本裡，〈君馬黃〉是編號第五，而〈鐵

驪〉編號三十七，因此，黃摺抄本的編號已經變動，並而不見得是收錄全

部六十七樂章，極可能是清代內廷實際演出時，從完整樂章中所挑出的曲

目，因為筵宴場合並不見得一定得演出全部樂曲。  

精寫本甲與舊寫本以及黃摺寫本的內容，都只有滿漢二種語文，是一

種滿文歌譜，即是以滿語唱辭來演出《笳吹樂章》。精寫本甲與黃折寫本

的〈君馬黃〉二者的工尺譜是十分接近的，但是卻與以蒙文演出的後編本、

四庫本等工尺譜大不相同，這是因為為了以滿文唱辭的演出，必須改變「曲

文」，亦即是一種創新的「滿洲曲」。精寫本甲與舊寫本在末篇之後附有

一篇〈滿洲（manju）音律 (mudan)〉，內容是以工尺譜標注滿文的一首曲

子，完全脫去蒙文歌首的色彩。 63 

由於清朝改變了中國傳統燕樂精神，樂的形式和內涵與前代大不相

同，燕樂中備陳之舞樂，指「滿洲舞」，包括：慶隆舞、世德舞、得勝舞，

                                                 
62 Siu-wah Yu, “The Meaning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Non-Chinese Mus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 Court”, pp. 212-215. 
63 〈滿洲音律〉共八行，唯唱辭部分雖是滿洲文字，但又不是有意義的文句，只是表達聲韻的

拼音字，確實的意義有待進一步考察。唱辭如下：jerengkui jerengkui jeru jeru. jerengkui 
merengkui jeru jeru./ bayan bolori giogiyan gilori. giyong giyo ni giyong giyo ni./ yobita yobita 
yobitani yobi ibi yobi yobitani./ den deyen den deyen nemeyengku nemeyenku./ kanggiri kanggiri 
deniku. yacin kūta deniku./ gurge i gurge i gemelku gemelku./ deyengku deyen engku./ cingdani 
cingd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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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舞曰喜起舞，武舞曰揚烈舞；燕樂的另一類則是「四裔樂」，不再以舊

傳統的「四夷樂」之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概念。到了清代中葉，嘉慶朝《大

清會典》已明確記載了「四裔之樂」：以滿洲為中心的四裔包括：東曰朝

鮮、瓦爾喀，西曰回部、西番、廓爾喀，南曰緬甸，北曰蒙古。「蒙古樂」

與「滿洲舞」往往先後演出，「聯手」成為燕樂的主體。而蒙古音樂的進

一步「滿洲化」也是這種「一體」自然而然的發展，亦即借蒙古樂唱滿洲

詞，成為滿洲面貌。 64透過三種版本的排比可以了解滿洲化的現象確實存

在。  

二、版本比較 

至於三種曲目樣式的比較，由於資料的限制，此只以〈君馬黃〉為例：

〈君馬黃〉，滿文拼做： kū lan（黑鬃黃馬）  joran（馬大走），意即：黑

鬃黃馬大走，蒙文拼做： qula（黃褐色）  j iroγ-a（馬大走）。滿、蒙文二

者詞義可謂相似，事實上，滿文詞彙 kū lan joran 乃是借自蒙文。 65〈君馬

黃〉是漢代鐃歌名， 66也是以歌詞首句來作為曲名。滿文〈君馬黃〉是漢

代鐃歌名，也是以歌詞首句來作為曲名。黃摺寫本的滿文仍拼作 kū lan 

joran，蒙文部分則變成用滿文來拼寫： kū lan joro，這也表示了蒙文 qula 

j i roγ-a 的讀音改以滿文拼寫的形式，並不是一種誤寫。 67再輔以內容上的

工尺譜是標注於滿文歌辭之上，更顯示出整個譜曲的滿洲文化特色。  

第四節 蒙古樂曲的內容 

                                                 
64 參見余少華，〈蒙古樂與滿洲舞在清代的文化功能〉，《滿學研究》，第六輯，頁 427-429。 
65 Willliam Rozycki,“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 pp. 171、197. 
66 吳澤炎等編，《（大陸版）辭源》（臺北：商務印書館，民 82（1993）），頁 480。《樂府詩集十

六》引《古今樂錄》，謂漢鼓吹鐃歌十八曲，第十曲叫〈君馬黃〉，因詞首有：「君馬黃、臣馬

蒼」而得名。 
67  Siu-Wan Yu, “The Meaning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Non-Chinese Music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nchu Court”, p. 219.作者認為蒙文是受滿文影響的誤字。然而，jiroγ-a喀
爾喀蒙古讀作 жopoo，蒙古語音與滿文 joro相似，可見 joro該詞是以滿文拼寫蒙語而成，參

見 William Rozycki,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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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滿、漢文辭章的來源   

目前就文獻所見，最早《笳吹樂章》和《番部合奏樂章》的完整版本，

是收入於乾隆十一年（ 1746）完成的《律呂正義後編》之中，因此滿文歌

章至少在乾隆十一年已譯出。又《清史稿》記載，這二樂章是乾隆七年

（ 1742）定的。這是因為從乾隆六年開始乾隆皇帝於壇廟樂章親自改正，

68「命詞臣擬撰殿陛樂章，又諭壇廟朝廷新舊樂章填注宮譜，七年定三大

節皇太后升座還宮，皇后升座還宮中和韶樂」。 69釐定樂章的工作進行至

乾隆十年、十一年，經過欽定祭祝、朝會、宴饗樂章之後，也就是《律呂

正義後編》所收錄的內容。所謂「乾隆七年定」，應是指開始釐定的時間，

而至少在乾隆十一年前完成， 70這也與乾隆六年開始纂修《律呂正義後編》

的時間相仿。  

《清史稿》所收錄全部《笳吹樂章》漢文辭章，明白地注明「乾隆七

年（ 1742）定」，如果這是指漢文辭章出現的時間，《清史稿》記載無誤

的話，即說明漢文先出現於滿文。但是，《清史稿》沒有說明乾隆七年定

的是滿文還是漢文，因此，滿漢文歌詞出現的先後問題有待進一步考察，

也有可能是同時翻譯於蒙文而互相酌參而成的。根據余少華的研究，《笳

吹樂章》的滿文歌辭帶有若干「漢化」的詞句，與蒙古辭義較遠，滿文可

謂譯自漢文，但是又可以將滿文看作是一種對蒙文歌詞的引申及譯注。 71 

又乾隆十四年（ 1749），「詔以蒙古各曲皆增制滿洲曲文」， 72所謂

的「滿洲曲文」所指為何？這是否即指將蒙古樂曲另外改譯滿文，且重新

                                                 
68《清史稿》，志 69，樂 1，頁 2749。乾隆六年，允祿、鄂爾泰等奏議，更定樂章，「將樂章字句，

按音律之節奏以調和之，章酌從八句，句無拘四言。」這是因為：「聖祖時雖編定樂書，大抵

稽於音律，而樂章句逗無譜，不與音相應⋯⋯照遂請續纂律呂書⋯⋯仍命允祿監其事。」 
69 《清國史‧樂志》，卷 18，頁 310。 
70 這次的釐定是大規模的，據《清國史‧樂志》，卷 17，頁 309，「謹案，乾隆六年以前，祭祀

朝會所奏樂章皆舊纂，所有謹仍之惟三十六禾辭，則以類載於第二十九卷桑歌之前」。卷 18，
頁 310，「順治初年，所定壇廟樂章，康熙時改撰之，元旦冬至萬壽三大節，朝賀樂章皇帝常

朝樂章，以及耕耤筵宴樂章之載在舊志者，已備錄其賥，以存舊制。乾隆六年，高宗純皇帝

於壇廟樂章親加改正，十年、十一年，欽定祭祀朝會宴饗樂章，名御製律呂正義後編，備載

其辭」。 
71 “The Meaning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Non-Chinese Music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nchu 

Court”, p. 222. 
72 《清國史‧樂志》，卷 4，頁 218，「是年，詔以蒙古掇爾多密各曲皆增制滿洲曲文，嗣後每用

樂，擇其曲名之佳者，或滿洲曲二、蒙古曲二，或滿洲曲一、蒙古曲一，先期奏聞，至時承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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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曲？乾隆十一年（ 1746）成書的《律呂正義後編》已有滿蒙漢三體的歌

詞，故此詔所言，應特指編曲而言，亦即為滿文歌詞編曲。 73是故，上述

的泥金精寫本甲以及內府黃摺抄本這二種滿文歌譜的出現亦甚為合理，特

別是泥金精寫本甲最末處有一段〈滿洲音律〉工尺譜，似乎已是改裝完熟

的滿洲音樂了。  

《笳吹樂章》和《番部合奏》的曲名都是後人所加的，有的採用典故，

文辭雅正， 74有的直接反映了蒙古草原文化及佛教文化的詞意。雖然曲名

都是後來訂定的，而透過曲名的比較，也可反映三種語言的翻譯特色，有

的三語意思相近，有的則是滿、蒙文相近等情況，未必一定是以其中一種

語文為翻譯的標準，頗值得進一步對每一個曲目作深入分析。三語曲名的

意含可參見「《笳吹樂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漢、滿、蒙文曲目對照一覽

表」及「《番部合奏樂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漢、滿、蒙文曲目對照一覽

表」。  

二、《笳吹樂章》 

（一）樂章來源  

《笳吹樂章》以及《番部合奏樂章》進入清宮的時機是：「天聰九年

（ 1635），太宗平察哈爾，獲其樂，列於宴樂，是為蒙古樂曲。」詳細過

程因史料缺載，現在無法明晰。這兩部樂章的來源既然可追溯至北元時

期，其源遠流長的特徵，或許正是乾隆皇帝所謂的「太古遺音」。  

據烏蘭杰先生分析《笳吹樂章》的曲調、唱詞特徵，其用途在於祭祖

節慶、朝會禮儀、宗教活動等。風格莊嚴，節奏舒緩。採用呼麥、潮爾唱

法，故曲調「以字行腔」，多用四、五度跳進音程，缺少如歌旋律。調式

多用宮、徵，顯得古樸。 75其來源可考的部分與十三、十四世紀以降流傳

                                                 
73 余少華亦有此看法，參見余少華，〈蒙古樂與滿洲舞在清代的文化功能〉，《滿學研究》，第六

輯，頁 430。 
74 參見金啟琮的考證，〈清代漢譯的蒙古樂曲〉，《漠南集》，頁 200-201。例如：〈君馬黃〉是漢

代鐃歌十八曲之一，〈踏搖娘〉是唐代散樂，〈丹誠曲〉是宋代詩人借唐代白居易〈貢橘詩〉：

「願憑朱實表丹誠」所創之曲子；〈天馬吟〉是見於《漢書‧禮樂志》；〈平調〉見於《古今樂

錄》等。又《清會典》：「若清樂，若鐃歌，若蒙古樂，則章各命以名焉」，正是表示曲名是後

人所取。 
75 烏蘭杰，《蒙古族音樂史》，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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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撒兒祭祀歌》有若干相符，兩者比較結果見表 3-2： 76 

表 3-2《笳吹樂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與《合撒兒祭祀歌》的曲目比對一覽表  

序號 《合撒兒祭祀歌》 序號 《笳吹樂章》 內容比較 

1.  蒙古曲  無  

2.  興安河上的紅雀  無  

3.  馬步 64. 僧寶吟 變化較大 

4.  青年時代  無  

5.  登上高處 48. 游子吟 基本相同：「升彼高阜兮」 

6.  駿馬 47. 平調 基本相同：「騏驥適我體」 

7.  陽光 61. 短歌 稍有變化 

8.  河灣流水 60. 七寶鞍 前二句相同：「瞻彼隄岸」 

9.  良駒 30. 
31. 月圓、緩歌 基本相同：「良馬」 

10.  馬兒顛來 29 堅固子 基本相同：「馬蹀躞兮」 

11.  機警的犴達罕  無  

12.  燭照黑暗 18. 吉祥師 基本相同：「日月之明兮」 

13.  蒼穹之花 17. 明光曲 稍有變化 

14.  相識的年華 14. 慢歌 變化較大 

15.  相愛的年華 12. 踏搖娘 變化較大 

16.  美好姻緣 13. 頌禱詞 稍有變化 
資料出處：烏蘭杰，《蒙古族音樂史》，頁 146。 
資料說明：「內容比較」的部分，《蒙古族音樂史》只說明內容相似、變化的程度，筆者將烏蘭杰比較所得

「基本相同」者，檢出《笳吹樂章》該曲目之歌詞首句，一併附上，以便於和《合撒兒祭歌》

相應曲名，亦即歌詞的首句相互比對。 

 

《合撒兒祭祀歌》分二個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第一、二首，第二部分

包含第三至十六首。第一首〈蒙古曲〉、第二首〈興安河上的紅雀〉，前

者是祭祀儀式歌，後者是武士思鄉曲。第二部分，除了第四、十一首之外，

其餘十二首歌曲均出自蒙古林丹汗宮廷。這個判斷是和《笳吹樂章》比較

之後的結果。《合撒兒祭祀歌》曲名是應是根據歌詞第一句而來， 77因此，

雖然筆者目前未見到全部的《合撒兒祭祀歌》的內容，仍可藉由曲名以及

                                                 
76 烏蘭杰，《蒙古族音樂史》，頁 146。據該書所引，《合撒兒祭祀歌》為道榮嘎所蒐集，並編輯
出版，收入《成吉思汗祭經》（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此書筆者目前尚未見

得。 
77 例如：《合撒兒祭祀歌》裡的〈蒙古曲〉歌詞第一句是「我們是成吉思汗的子孫」，〈興安河上

的紅雀〉，則是以歌詞首句為名。烏蘭杰，《蒙古族音樂史》，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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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的《笳吹樂章》各曲歌詞的第一句的比較，來了解彼此承襲的關係。

據上表所示，除了內容上有相對的歌詞之外，序號的排列亦相互對應，顯

示了某二或某三首曲子本是相連，反映其同出一源。 78《合撒兒祭祀歌》

十六首並非都是為了祭祀或全是宮廷歌曲，而是包含許多民間成分，諸如

宴歌、酒歌、訓誡、思鄉等曲，佛教思想所占分量尤夥。經過清廷加以文

飾之後，呈現新的氣質，特別是滿、漢文化的新內容。  

《笳吹樂章》共有六十七篇，各篇曲名可見表 3-3，曲名和內容的關

係必需逐一考察，似不可一概而論。題材以馬匹、佛教思想為最主要，而

二者均是滿蒙文化共通的特質。  

雖然我們還沒有發現清朝有「考察」這些源遠流長的蒙古樂曲的記

載，但是，它們和滿洲文化都同樣被賦予深厚的文化意識。  

清廷對滿洲傳統舞與其他部族樂曲的態度與定位十分有特色，按照清

朝自己的說法是：「凡科捫、空濟有聲無字之樂章，乃周室豳風之遺意，

外藩夷蠻曾入中國之音樂，乃本朝洪覆之大猷，並應仰遵聖訓，具以字譜

寫之，載入簡牘」， 79科捫（ kumen，音樂）和空濟（ kongci，是滿族民歌

形式之一）是滿族音樂，顯然清代滿洲統治者將自身文化追至三代周朝，

而各部族音樂也是「中國之音樂」的成員。蒙古樂曲無疑是最有份量的藩

部音樂，對蒙古樂曲的重視也映了滿蒙兩族關係的親密，故而乾隆皇帝也

予以「太古遺音」的肯定。在〈塞宴四事‧什榜〉御製詩裡有言：「誰云

朔漠無古樂，絕勝鄭衛為新聲。我惟中外一家，用聯上下情，亦不侈談有

虞氏，四裔之樂舞於庭」，蒙古樂曲亦為「古樂」，而這裡所謂的「中外

一家」，正是以滿蒙一體的親密關係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特徵。  

（二）樂章內容舉例  

1 .〈善政歌〉  

蒙文： nom-u eki törö.（經典的誕生）  

滿文： eiten nomun aici  deribuhe.  enteke doro ci  fisembuhe.  （一切經典從

何始，從此道說起）  

漢文：經何本，本於宗。  

蒙文： bügüde-yin eki eke.（大家的母親）  

                                                 
78 烏蘭杰，《蒙古族音樂史》，頁 146。 
79 《清國史‧樂志》，卷 2，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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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 ere beye wei banjihangge.  eme ama ci  fusembuhe.（此身是誰所生，

從父母生的）  

漢文：身何本，媼與翁。  

 

蒙文： kilinče-yin eki daisun.（罪孽的敵人）  

滿文： erun sui  aide dekdebuhe. ehereke j i l idaha ci  tucinjihe.（罪刑從何而

起，從口角動怒而出）  

漢文：罪何本，嗔爞爞。  

蒙文： bütügekü80-yin eki ey-e.（成就的和睦）  

滿文： enteheme hū turi  i  fulehe seci .  elhe hūwaliyasun ci  deribuhe.（永恆

福址的根本，從雍和而始）  

漢文：福何本，和雍雍。 

 

2 .〈歸國謠〉  

蒙文： sukewati-yin ulus-tur.  köl  köser-e γar γajar-a  j irγaγoloγsan qairan 

ejed esi  bi teni  qoladaba.  

（在極樂世界的國度，腳在原野，手在地，享受了，賜恩惠的主人，遠離我們）  

滿文： ujui  enduringge banjinha.  urkuji  gosingga ejen be hargašaha.（聖主

所養育，我們永遠仰望仁君）  

umesi  hing seme narašacibe.  ulhiyen i  aldangga de isinaha. (雖誠心眷

戀，仍漸至遠離 )  

漢文：皇矣聖世，藹如仁君，懷哉懷哉，日遠日分。  

蒙文： süsüg sedki l -iyer  qanilaγsan qairan aq-a degüü man-i  qoladaba.  

（以信仰之心，所交友的，友愛兄弟，遠離我）  

滿文： unenggi sain gucu baha.  uthai  ahūn deo i  gese haj i laha.（得到真誠好

友，即愛如兄弟）  

utala goro giyalabufi .  urui  kidure gūnin nonggibuha.（相隔這樣遠，只

添思念之意）  

漢文：亦有良朋，如兄如弟，日遠日離，能不遙跂。  

 

                                                 
80 這裡的 bütügekü（實踐、作成）有可能和 qutuγtu（有福祿的）有關係，讀音十分接近，或許

如此，雖然蒙古歌詞一直載作 bütügekü，而滿漢文俱理解作「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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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二首歌有明顯的詩韻特徵，蒙文是對仗形式，但是沒有押韻。滿文譯

詞則韻律工整，〈善政歌〉押 e 頭韻，〈歸國謠〉押 u 頭韻，二首均以 ha

作韻腳。蒙文詞句簡潔，而滿文譯詞較蒙文文句豐富，有比較完整的句義。 

表 3-3 《笳吹樂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漢、滿、蒙文曲目對照一覽表  81 

序號 漢 文 滿 文 蒙 文 

0. 引子 fiyelen.(章、節、篇) silüg（詩、詩歌） 
1.  牧馬歌 adun bargiyara ucun. aduγu kuriyaqu. 
2.  古歌 fe ucun. qaγučin silüg. 

3.  如意寶 keksebuku boobai. čindamuni 

4.  佳兆 sain jorin.（好的目的、意指） sain joriγ（好的意志） 

5.  誠感詞 unenggi aššan i uculen ünen ködelkü. 

6.  吉慶篇 bailingga maktacun i fiyelen. 
（恩情的贊頌） ačitan maγtal(γ-a). 

7.  肖者吟 dursuki irgebun. dürsütei. 

8.  君馬黃 kūlan joran.（黑鬃黃馬大走） qula jiroγ-a（黃褐色馬大走） 

9.  懿德吟 erdemungge irgebun.（有德的詩） erdemu-dü jüil.（有德的種類、項目） 

10.  善哉行 golmin jorin i sarašan. 
（長久意指的遊玩） urtu joriγ（長久意志） 

11.  樂土謠 elhe ba i ucun. engke-dü 

12.  踏搖娘 yobo mama.（戲謔的老太太） toγlai emegen 

13.  頌禱詞 fengšengge jorin i uculen. 
（有福祉的意圖的詞） kesigtü joriγ.（有福的意志） 

14.  慢歌 ujen nomhon i uculen. 
（馴良渾厚的詞） joriγtü tübsin.（勇敢平穩的） 

15.  唐公主 tang gurun i gungju. taidzong(?) güngjü. 

16.  丹誠曲 unenggi yargiyan i ucun. maγat ünen. 

17.  明光曲 genggiyen eldengge ucun. gegegen gereltü. 

18.  吉祥師 ferguwecuke sefu.（神奇的老師） baγsi doqiy-a.（老師的旨趣、信號） 

19.  聖明時 ferguwecuke acabun.（神奇的應合） mönggxe busu doqiy-a.(不永恆的旨趣)

20.  微言 ajige jorin. baγ-a joriγ. 

21.  際嘉平 todolo acabun.（兆應合） belge doqiy-a.（兆，旨趣） 

22.  善政歌 sain dasan i ucun. jasaγ.（政務） 

23.  長命詞 jalafungga uculen. öljeitü. 

24.  窈窕娘 fujurungga yangsangga.（窈窕） uyangγatu. 

25.  湛露 sabingga silengge.（吉祥的露） rasiyan čimeg（甘露，裝飾、光彩） 

26.  四賢吟 duin mergen i irgebun. dörben sain kümün. 

                                                 
81 《笳吹樂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滿文：manju monggo nikan hergen kamcime araha cordoro kumun 

i ucun.，蒙文：manju mongγol nanggiyad üsüg qabsur-un bičigsen čuγurduqu kögjim-ün da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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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賀聖朝 enduringge jalan de urgun 
arambi.（於聖世作樂） qutuγ-tu üy-e.（有福的時代）  

28.  英流行 yebcungge sarašan.（美麗的遊玩） iraγu.（幽雅的） 

29.  堅固子 akdun sabi.（可靠的兆頭） batu doqiy-a. 

30.  月圓 jaluka biya.（滿月） yeke saratu.（大月亮的） 

31.  緩歌 funiyagan ucun.（度量，歌） küličenggüi.（有耐心的） 

32.  至純辭 gulu akūnaha uculen.（純然周詳的詞）süsüg küilekü.（奉崇，群集） 

33.  美封君 arbungga darhan.（美好的達爾罕） aγasi darqan. 

34.  少年行 asihata saršan. sergüleng.（聰明的） 

35.  四天王吟 maharandza irgebun.（天王詩） maqarandza 

36.  宛轉詞 faksi mudan i uculen. uran jüil.（巧妙的項目） 

37.  鐵驪 kara kūlan.（黑的黑鬃黃馬） qar-a qula.（黑金黃毛的） 

38.  木　珠 ninggun jurgan i moo.（六枝的樹） jurγudai.（六道木） 

39.  好合曲 nemgiyen acabun i ucun.（溫和應合
的歌） jögelen joqistu.（柔順合適的） 

40.  童阜 hūwanta muhu.（荒山高岡） quba(qai) doboγ.（禿的小土崗） 

41.  天馬吟 muduri morin i irgebun. ajinai.（駿馬） 

42.  大龍馬吟 amba muduri morin irgebun. yeke ajinai. 

43.  始調理 angga juwambi.（張開口） aman angγaiqu. 

44.  追風赭馬 deyere jerde.（飛行的紅馬） yegü(le)n jegerde.（移動的棗紅毛的）

45.  迴波詞 boljon weren i uculen.（波浪） üiljekü.（迴旋，漫捲） 

46.  長豫 mutumbi.（長大） ösküdeg. 

47.  平調 necin mudan. tübsin. 

48.  遊子吟 ulhisungge irgebun.（聰明的詩） uqaγa(n)tu. 

49.  平調曲 nesuken i ucun.（溫良的歌） amurlingγui.（安祥、安靜的） 

50.  高士吟 wesihun colgorokongge irgebun.
（高貴超群的詩） erkim mangnai.（高貴的前額） 

51.  哉生明 arganaha biya.（新月） baγ-a saratu.（小的月亮的） 

52.  高哉行 colgoroko sarašan. jadai.(?) 

53.  三章 ilan fiyelen γorban bülüg.（三矣） 

54.  圓音 hūlara honin.（叫的羊） maila(qu)（咩咩叫） 

55.  欄杆 jerguwen qisa.（小火爐） 

56.  思哉行 kidungga sarašan. legsikü.（顛跑） 

57.  法座引 teku i irgebun.（座位的詩） saγudal.（座、席、台座） 

58.  接引詞 yaruhan uculen. udulγ-a. 

59.  化導詞 yarhūdara uculen.（導引） uduridqu. 

60.  七寶鞍 aisin i enggemu.（金色的鞍） altan emegel. 

61.  短歌 foholon ucun. oqor joriγ. 

62.  夕照 murungga.（模樣相似） tösöb.（約莫、預估） 

63.  歸國謠 gurun de bederehe ucun. qorw-a qubi.（世界，份兒、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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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僧寶吟 lama sabi irgebun. blam-a doqiy-a. 

65.  婆羅門引 deldeng(?) lama irgebun. 
（德勒登喇嘛詩） deldeng（？耳朵豎起的）blam-a. 

66.  三部落 ilan aiman. γurban aimaγ. 

67.  五部落 sunja aiman. tabun aimaγ. 
資料出處：《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御製律呂正義後編》，卷 47，冊 216，頁 378-419。 
資料說明：1.「序號」乃根據《御製律呂正義後編》排列順序。2.滿、蒙文字義與漢文相同者，不另譯漢，

反之；滿、蒙文相同者，只註明滿文字義。3.漢文凡「歌、詞、篇、吟、曲、行」等文學形式

用字，滿文俱譯出，蒙文俱缺。4.(?)表示拼音及字義尚不確定。 

三、《番部合奏樂章》 

（一）內容特徵  

《番部合奏樂章》有曲名三十一首，其中前六首是有歌詞，工尺標於

蒙文，也有滿漢譯文，其餘只有工尺譜。曲名也應是清代內廷所定，不少

出自古典漢語，例如：〈公莫〉，源自項伯在鴻門宴上阻止項羽殺劉邦，

以袖相隔，說：「公莫害沛公」，後人以舞巾擬之，曰「公莫舞」。〈哉

生明〉，典自《書‧武成》，是指農曆每月初三，月亮開始有光。至於漢

滿蒙三種曲名是否相同，亦不可一概而論，也有發現滿文借自蒙文的詞

彙，例如：〈美封君〉， arbungga darhan，譯做：動作美妙的達爾罕， 82其

中的 darhan，應借自蒙文 darqan。參見表 3-4。  

（二）樂章內容舉例：〈染絲曲〉  

蒙文： degedü boγda qaγan ejen.（聖上君主）  

滿文： amba enduringge ejen uheri lehe.（大聖主所一統的）  

漢文：大君至聖  

 

蒙文： uduridbei.（領導了）  

滿文： abkai fejergi  de tacihiyan selgiyebuhe.（宣教於天下）  

                                                 
82 蒙文「達爾罕」一辭，一般意為有工匠人，神聖的。此字彙為古代北方民族官銜；平民或奴

隸因軍功而受賞、得權者稱之，故也意為自由。在明代蒙古，指軍功勛位而言。在清代，「達

爾罕」有做為蒙古王公的稱號；指退休、閑散的、恩賞的、世俗的和宗教上層以及有勛勞的

平民或奴隸；為禁獵禁伐區。見額爾登泰、烏雲達賚、阿薩拉圖著，《《蒙古祕史》詞匯選釋》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頁 277-278。又「美封君」蒙文之 aγasi darqan，aγasi
意為樣子、形貌，似省略 saintai，美好的，如此便能和滿文 arbungga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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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教敷率土  

 

蒙文： degjiküljü yeke ulus-iyan enggejikülbei.（繁盛大國）  

滿文： abgari  banjirengge akūnafi .（閑居者周到）  

漢文：敉寧萬邦  

 

蒙文： degedü ejen-dür jalbari l-iyar mörgömü.（對君主祈禱跪拜）  

滿文： amban ome dorolome hengkilehe.（為官而禮拜）  

漢文：拜跪奉主  

 

蒙文押頭韻 de，第二句可併入第一句，只作三句，滿、漢文則改作四

句對仗形式，詞義相同，滿文押頭韻 a，尾韻 he。  

表 3-4 《番部合奏樂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漢、滿、蒙文曲目對照一覽表  83 

序 號 漢 文 滿 文 蒙 文 

0. 引子 fiyelen（篇、章） silüg.（詩、詩歌） 

1.  大合曲 amba šibang ni ucun yeke šibang. 

2.  染絲曲 icebun i ucun.（沾染） budumal.（上色的） 

3.  公莫 agu takasu.（兄長且慢） aqai baiji.（兄長不和） 

4.  雅政曲 dasan i uculen.(政治的詞) törö-yin šibang.（政體的合曲）

5.  鳳凰鳴 garudai gerudei i guwenderengge. gerudi（凰） 

6.  乘驛使 giyamulara elcin. elči ula(γa)či. 

7.  兔罝 gūlmahūn i asu. taulai-yin bügül.(?) 

8.  西鰈曲 kenggin nimaha. 
（水熊、海狗，魚） 

qaturq-a(?) jiγasu.（魚） 

9.  政治詞 dasan i kumun. törö-yin kögjim. 

10.  千秋詞 deyere ceku（飛的鞦韆） güyükü degüjing（跑的鞦韆） 

11.  鴻鵠詞 garu. qun dzen(?). 

12.  慶君侯 simengge beile. 
（人多熱鬧的貝勒） 

kögtei noyan. 
（有分寸地、好逗趣的諾顏） 

13.  慶夫人 buyecuke fujin. 
（可愛的福晉） 

baqadun qatun.（高興的夫人） 

14.  羡江南 julergi ba i ferguwecun. 
（南方的奇蹟） 

nanjing γaiqal.（南京奇觀） 

                                                 
83 《番部合奏樂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滿文寫做：manju monggo nikan hergen kamcime araha 

šabing ni kumun i ucun.，蒙文寫做：manju mongγol nanggiyad üsüg qabsur-un bičigsen šabing 
kögjim-ün da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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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救度詞 aitubume wembure. serim（醒） der-e.(?) 

16.  大番曲 amba monggo.（大蒙古） yeke mongγol. 

17.  小番曲 ajige monggo.（小蒙古） baγ-a mongγol. 

18.  遊逸詞 sarašan. sergen.(?) 

19.  興盛詞 mukden. mandal.(mandul.) 

20.  豔冶曲 yebcungge. segselge.(?) 

21.  慶聖師 enduringge baksi.（聖師） burqan baγsi.（佛師） 

22.  白鹿詞 menggun i gio.（麃） mönggö jür. （母麃子） 

23.  合歡曲 sain akdacun.（好的可靠處） sain qolqatu(?). 

24.  白駝歌 
sun sara šanggiyan geo temen. 
（擠奶的白牝駝） 

sariγ čaγan ingge. 
（沒耐性的白母駝） 

25.  流鶯曲 wenderhen.（阿蘭鳥） boγšorγ-a. 

26.  君侯詞 kumungge beile. 
（富足熱鬧的貝勒） 

jeküi (?) noyan.（諾顏） 

27.  夫人詞 kumungge fujin. jeküi (?) qatun. 

28.  賢士詞 kumungge saisa. jeküi (?) qasiq-a(?). 

29.  舞詞 maksin. böjig. 

30.  鼗鼓曲 untun.（女手鼓） keltegei（半面）(kenggerge手鼓) 

31.  調和曲 acabuha šibang. ayaji(泥金精寫本：ayinji)(?) 
資料說明：1.「序號」乃根據《御製律呂正義後編》的排列順序。2. 序號 1-6 有歌詞，工尺譜於蒙文旁標

注，序號 7-31只有工尺譜。3. 滿、蒙文字義與漢文相同者，不另譯漢，反之；滿、蒙文相同者，

只註明滿文字義。4. 漢文凡曲、詞等文學形式用字，滿文俱譯出，蒙文俱缺。5. ( )內有羅馬拼

音表示現代蒙文拼音，或現代用詞；(?)表示拼音及字義尚不明確。6. 第三十曲在泥金精寫本中，

「鼗鼓曲」只寫做「鼓曲」。 

四、《平西笳吹樂章》 

（一）樂章來源  

乾隆二十五年（ 1760）三月初三日，為了慶祝大將軍兆惠平定西域準

噶爾、回部的凱旋回京，乾隆皇帝特別在豐澤園舉行筵宴慶典，《平西笳

吹樂章》的演出即是過程裡的一部分。整個筵宴儀式還包括有進茶、進酒

丹陛清樂，以及進饌中和清樂，並配合《平西慶隆舞樂章》等演出，其中

《平西笳吹樂章》和《平西慶隆舞樂章》均有滿漢文合譜收入《御製律呂

正義後編》。 84然而，《御製律呂正義後編》成書於乾隆十一年（ 1746），

而《平西笳吹樂章》等是乾隆二十五年的事蹟，可見《御製律呂正義後編》

                                                 
84 《御製律呂正義後編》（四庫本），卷 52，頁 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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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隆十一年以後仍有所增訂。 85另一問題是《平西笳吹樂章》是否為蒙

古曲調？徵之其中「笳吹」字樣，似乎只能說明是奏蒙古樂曲，且該樂章

合譜並沒有標明工尺譜，故無法與其他蒙古樂曲相較。又乾隆二十五年，

乾隆皇帝御午門受俘馘不久，又於瀛臺曲宴外藩，當年回部來使亦入席，

因此也演奏「回樂」。 86此表示宮中已有回部音樂，《平西笳吹樂章》也

有可能是回樂。  

在征服準噶爾之後，清廷雖然也派人訪察當地的音樂，並收入《西域

圖志》， 87但準噶爾音樂並沒有成為宴樂的一種。這有可能是所獲的準噶

爾樂曲的質量不能和得自察哈爾蒙古的《笳吹樂章》、《番部合奏樂章》

相提並論，然而，較諸其他部族樂曲的內容，如瓦爾喀部樂舞、高麗國俳

等，也是篇幅短小。所以，清廷不將準噶爾樂曲收入宮中宴樂，可能反映

了清朝統治者看待準噶爾等衛拉特蒙古的角度是不同於其他藩部和屬國。  

《平西笳吹樂章》以滿漢合璧形式流傳，似乎也表示這樂曲和蒙古較

無關係，其內容只是稱揚清朝盛世武功的言辭。如果《平西笳吹樂章》是

準噶爾方面的樂曲，乾隆皇帝將之編成某種「笳吹樂章」於筵宴慶典時演

出，即是仿當年清太宗收編察哈爾之舉措，這只是一種假想；如果不是蒙

古曲調，乾隆皇帝以笳吹樂章的演出形式，某種程度上也是複製了清太宗

征服察哈爾的舉措，用意亦深。這樣子的複製方法在道光年間又再施行一

次，即是道光八年（ 1828），清廷重靖回疆，在慶功筵宴之時，演出「笳

吹樂九章」， 88而這次是平定回部的變亂，和「笳吹樂」的由來－蒙古元

素，已沒有關係，笳吹成為一種形式。  

（二）《平西笳吹樂章清漢文合譜》樂章內容  89 

abkai  duka be neimbi./  閶闔煌煌，  

aisin i  jungken kalang kilang sembi. /  鐘鏞鏘鏘。  

                                                 
85 《清史稿》，卷 94，志 69，樂 1，頁 2757。「帝恩隆巍煥，煥特昭釐定朝會宴饗諸樂章，自七

年定郊廟祭祀諸樂章，至十一年始成。⋯⋯其詞皆命儒臣重撰，天子親裁之，分刌而節比，

合則仍其故，不合則易其辭、更其調，視舊章增損有加，而律呂正義後編亦於是年書成。」 
86 《御製詩三集》，卷 1，頁 20-21，〈瀛臺曲宴外藩〉。 
87 《西域圖志校注》，卷 40，音樂，準噶爾部，頁 521-523。 
88 《清史稿》，卷 95，志 74，樂 6，頁 2940。 
89 《平西笳吹樂章清漢文合譜》，滿文：manju nikan hergen kamcime araha wargi be toktobuha 

cordoro u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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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da šusiha šuwar sar  seme./  鳴鞭祇肅。  

amba hūwangdi urgen i  doroi  sarilambi. /  帝用宴康。  

enduheme abka de aisinbuha./  天純嘏荷，  

enduringge mafari  de gosibuha./  祖德凝庥。  

elhe nuhan i  ler  seme icihiyahangge./  從容底定，  

erdumu muten ci  banjinaha./  允升大猷。  

han i  gosin be ferguwenduhe./  聖德宏敷，  

hanci  goro bade eldenehe./  光被遐邇。  

hadaha usiha be erguwere gese. /  如拱北辰，  

a iman dahaki seme ukunjihe./  諸部歸止。  

ten i  j i lan elbebuhe./  慈恩覆幬，  

tenggin ombi gese deserebuhe./  滄海無量。  

temšendume dahara geren aiman./  爭先效順，  

teisu teisu ekšeme baime j ihe. /  奔走來王。  

yargiyan kooli  be yongkiyabuha./  憲章斯備，  

yala tulbin bodogon akūnaha./  勝算克成。  

yaya fudaraka aiman seme./  跳梁群醜，  

yar  seme nisihai  gese marulafi  dahajiha. /  魚貫輸誠。  

abkai horon algin durgebuhe./  天威震疊，  

a iman i  gubci be šurgebuhe./  小腆惕厲。  

amba ejen i  gosingga de./  大君惟仁，  

albatu aha oki seme hengkilenjihe./  莫不臣隸。  

enduringge ejen i  tacihiyan be ujelehe./  聖教宏敷，  

encu f ifakangga giogin arafi  hukšenduhe./ 額手格心。  

ei ten aiman yur seme dahajif i . /  月竁同風，  

erdumu de julge te be eldembuhe./  越邁古今。  

golmin i  bodoho de acanaha./  遠謨是協，  

gobi i  cargi  aiman be gemu toktomuha./  絕徼安康。  

gosime bilume ujire kesi . /  撫綏之德，  

goroki bade bireme hafunaha./  遍於遐荒。  

turulaha ejen gunge be akūmbuha./  乾元功懋，  

tusa be gubci de isibuha./  滂洽垓埏。  

tucinehe wesihun erdemu de./  巍巍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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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en tumen aniya saniyabuha./  億萬斯年。  

此樂章的滿文文義如漢文相同，雖然是歌頌朝廷武功及對疆域穩定的

期許，滿文譯詞仍相當有特色：滿文可分作九段，每段各四句，並且歸納

七種頭韻： a、 e、 ha、 te、 ya、 go、  tu，尾韻三種： bi、 ha、 he，是比較

成熟工整的滿文詩句，在當時作為演唱的歌詞，也能傳達滿洲詩歌的韻味。 

滿文歌詞的翻譯，本於滿語詩歌重頭韻、尾韻的特徵，應可歸入清代

滿語文學的內容，在民族文學史也應有其地位。滿蒙漢三語在仔細對照

後，當可發現各自的語言文化特色，以及互相詮釋的作用，歌曲的題材、

意境值得深入發掘。漢文用典風雅，滿文選詞有韻，二者均是對仗工麗，

又是源自於蒙古的歌謠，交化交流的產物，堪稱民族文學翻譯史上最高成

就之一。  

圖 3-1 「燕饗笳吹樂－胡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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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蒙古族傳統樂器「馬頭琴」引自哈斯巴特爾編繪，《蒙古族傳統文化圖鑒》，頁 1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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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笳吹樂章‧善政歌》等曲，泥金精寫本（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