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匈奴遺緒 
 
 匈奴到了東漢滅亡時，作為一個政治獨立的國家，也算是滅亡了；但作為一

個種族，匈奴則逐漸與其他種族融合。他們離開故地，遷徙，分布於其他許多地

域。 
 

 

 匈奴故地為鮮卑侵占後，留居的匈奴人亦自稱為鮮卑人。起初，也許匈奴人

及鮮卑人之間上有許多差異，但久而久之，隨著雙方之聚居、互相通婚，二者遂

不易分辨。血統混雜了，雙方的風俗習慣亦因交流而互相影響。另一方面，鮮卑

則因降服了許多匈奴人而使其人力、物力大為增加，而繼匈奴之後成為中原農業

民族之勁敵。除了鮮卑之外，匈奴人還由於地緣關係，而與烏桓、丁零、堅昆、

烏孫及羌氐及西域諸國的種族，在血統和風俗習慣上互相融合。當然，匈奴人同

漢族在風俗習慣上的融合，文化上的相互影響，亦是相當明顯的。 
 
 匈奴種族散居於匈奴故地以外者為數眾多，地域亦廣，但其地域上的移動方

向主要有二：一為向南，一則向西移動。騎大量向南、向西移動雖在東漢時代，

但其移動歷史可上溯至西漢。自西漢時期呼韓邪單于臣服於漢，匈奴始分南北

後，匈奴族之向南、向西移動趨勢已相當明顯。向南遷移者不僅散居於中國北部

邊境，且分散入居中國塞內。其遷徙的歷程在早期是個別、少數的，較緩慢；之

後，逐漸增多。 
 
 向南遷徙者最初是抵達長城邊塞，後來又移向黃河流域。至中國晉代及南北

朝，發展到長久以北，甚至有個別越過長江的。中原地區在晉代雖曾為匈奴後裔

局部占領，但匈奴後裔並未征服整個中原地區。 
 
 向西遷移的匈奴人，最初從蒙古高原越過阿爾泰山向西，活動於天山以北與

烏孫之東，並控制天山以南的西域諸國。之後越過烏孫到蔥嶺以西，從康居至奄

蔡再向西至東羅馬之東境，在西進抵西羅馬帝國境內之萊茵河與高盧地區，亦即

今之德、法兩國。儘管其勢力擴張在中亞與歐洲歷史上猶如曇花一現，然其對於

中亞與歐洲種族的遷徙與政治、地理上的變動，具有莫大的影響。這是世界史上

重要的一章，也是東、西方交通史上極具份量的事件。 
 
 由是之故，無論是向南的遷徙或是往西的移動，皆有其非凡的歷史意義：前

者成為通稱「五胡亂華」之民族大融合的動力，後者則為東方人侵入西方的開端。 



  一、魏晉時的匈奴 

 
 南匈奴在東漢末年因中原地區政治的混亂，叛服無常，且北受鮮卑壓迫，其

勢益弱。南匈奴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後，國人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羌渠之子，

右賢王於扶羅則因助討黃巾得漢承認，於扶羅立於靈帝中平五年（西元一八八

年）。如此一來，南匈奴又一分為二，有兩個單于，兩個政治中心：一為於扶羅

單于，一為須卜骨都侯單于。後者仍領有原先中國塞外的南匈奴故地，但須卜骨

都侯立了一年後就死了，塞外的南匈奴王庭遂無單于。於扶羅為國人所拒欲請求

東漢王朝助其返國就位，靈帝卻於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駕崩，於扶羅只得

卒眾數千騎止於河東平陽，他稱單于七年後死（西元一九四年；獻帝興平元年），

其弟呼廚泉繼立為南單于，因不堪鮮卑壓迫，而投靠曹操（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一

年；西元二一六年），曹操將南匈奴眾分為五部1，安置於汾水流域地區，從此南

匈奴無單于，而游牧的匈奴人開始農業生產，與漢人交互雜居，關係密切。 
 
 東漢在於扶羅立後次年（西元一八九年），靈帝死，天下大亂，無暇兼顧匈

奴。曹操自獻帝建安（西元一九六年）以後當權。不久，天下三分，魏、蜀、吳

鼎立，中原北方為曹操勢力範圍，從建魏國。塞內匈奴與中國的關係，亦可說是

與魏的關係，因吳蜀為魏所隔，無法與匈奴交通。匈奴雖與魏有關係，但是《三

國志‧魏書》卻無匈奴傳，卻有烏丸（或烏桓）、鮮卑及東夷等傳。很可能是因

為匈奴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已趨衰亡，無關大局；反觀烏桓與鮮卑卻正值強

盛、擴張之際。其時犯中國北部邊境的強族已是鮮卑。 
 
 兩漢時代，漢朝人所謂「胡」，除西漢初年也用於指東胡以外，主要指匈奴；

而「北虜」一詞，在兩漢時期亦主要指匈奴；到了東漢末年及三國時代，「北虜」

又往往指鮮卑，而鮮卑、西羌亦往往稱為「胡」。至於「單于」這個稱號，除了

匈奴人沿用之外，烏桓的首領亦有用此稱者。顯示出匈奴在政治上日趨喪失獨立

時，不僅土地為他族所占有，人民改稱為鮮卑為他族，甚至連一些與匈奴有關或

為匈奴所固有的名詞，亦逐漸為他族所採用。這也是匈奴開始與其他種族融合的

一種表現。 
 
 在東漢末年與三國時代，不僅一般匈奴人移民中原者逐漸增加，就是匈奴單

于一南匈奴單于及其臣僚軍隊，也居留在中原內地。到了晉代，此種現象非但更

加顯若，且在晉朝刻意庇護下，匈奴貴族甚至逐漸成為中原北部的統治者，與晉

                                                 
1 關於五部之分部及口數：（一）左部都尉統萬餘落，居泫氏縣（今山西高平縣）；（二）右部都
尉統六千餘落，居祁縣（今山西祁縣）；（三）南部都尉統三千餘落，居蒲子縣（今山西隰縣；（四）

北部都尉統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今山西忻縣）；（五）中部都尉統四千餘落，居大陵縣（今山西

平陸縣）。 



廷呈南北相抗之局：他們在中原地區建立國家，稱王、稱帝，連晉都也被他們攻

占；晉懷帝和愍帝成了他們的俘虜，並為他們所殺；這是秦漢以來，中原與匈奴

的交涉史上從所未見的。這是中國史上「五胡亂華」的開始，而開其端者就是匈

奴。此後約有兩百年的時間，中原北部幾乎全為匈奴及其他民族所占領。大陸學

者陳序經氏並指出此時之匈奴人，已經漢化，而名之為「漢化匈人」；「然而晉代

的匈奴之在中原者，不只在文化上已經深受了漢族影響，在血統上也與漢族混雜

甚烈，所以匈奴固有的文化基本上已經放棄，其種族也遠非純粹的匈奴血統了，

可以稱之為漢化匈人。」2 
 
 對此，陳序經氏續舊血統方面進行論述：「匈奴住地與中原毗連，人民互相

通婚的歷史很久。漢高祖遣宗室女嫁給冒頓以後，匈奴的統治階級之雜有漢族血

統的，也逐漸增加起來。前漢的呼韓邪單于，與後漢的單于比，稱臣漢朝。前者

妻王昭君，後者移居漢朝邊塞，人民與貴人錯居雜處，互相通婚。使匈奴種族漢

化速度加快。到了東漢末年，於扶羅留居中原，其人民與貴人之含有漢族血統者

更多。在經過三國而至劉淵崛起的約一百年中，匈奴人與中原人通婚者，必當更

多，而其血統的漢化程度，必更加深。所以到了劉淵稱和王的時候，所謂匈奴後

裔，已多非純粹的匈奴人，這是我們研究晉代塞內的匈奴所要注意的。」3 
 
 晉武帝之時，匈奴與晉間曾有戰爭，匈奴戰敗而臣服於晉。其後匈晉雜處，

磨擦在所難免，處理若有不公，匈奴人自易積忿，故《晉書》稱「其後稱因忿恨，

殺害長史，漸為邊患。」4其後於晉武帝太康五年（西元二八四年）至太康八年

（西元二八七年）間陸續有塞外匈奴人率其部族來降，晉武帝撫納之，至是塞內

匈奴人益多，晉廷又無妥善處理之策，一任匈奴在塞內繁衍，塞內匈奴遂日益強

大，並為日後五胡亂華之遠因。至晉惠帝永熙元年（西元二九一年），以劉淵為

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5，至是已然為五部匈奴之統師矣，雖無單于之名，

卻已有單于之實。南匈奴從此進入列國時代。 
 

  二、南匈奴之列國時代及滅亡 

 
 南匈奴人不斷移居塞內，人數與日俱增；晉室則因得位不正，未幾發生八王

之爭，致晉室兵財並竭，中央空虛。而西北地區匈奴、鮮卑、羯、氐、羌諸族見

中央勢弱，欲反叛而自立，卒引發「五胡亂華」。以下僅就匈奴人所建立之國家，

加以敘述。其時之匈奴族可以分成三支來說：（一）為劉淵所建之漢，後稱前趙；

                                                 
2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358-359。 
3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359。 
4 房玄齡《晉書‧四夷列傳》卷 97，頁 2549。 
5 司馬光《資治通鑑‧晉紀四》卷 82，頁 550。 



（二）為赫連勃勃所建之夏；（三）為沮渠蒙遜建國之北涼。第一支在山西；第

二支是由山西西徙而來；第三支在河西張掖。第一支適於扶羅單于的後裔；第二

之是右賢王去卑的後裔；第三支是匈奴左沮渠的後裔。前二者在東漢靈帝中平五

年（西元一八八年）入居內地，但後者於何時入居塞內，不得而知。 
 
 （一）劉漢前趙（西元三○四∼三二九年） 
 
 東漢建武初年，南匈奴入居河西後戶口漸滋，彌漫北朔，難以禁制。魏武分

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左部都尉劉豹最強，晉

武帝太康十年（西元二八九年），豹子淵襲其位，惠帝初（西元二九一年），拜劉

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三○四年），劉淵為南匈奴人推為

大單于，都離石，既而遷都左國城（今山西離石縣東北），建國號曰漢，6淵自稱

漢王，略取太原上黨西河境內數邑。懷帝永嘉二年（西元三○八年）攻陷平陽及

河東郡，於是徙都蒲子（今山西隰縣東北），自稱皇帝，改元永鳳元年，後徙都

平陽，晉懷帝永嘉四年（河瑞二年、西元三一○年）劉淵死，其四子聰弒太子和

自立，於永嘉五年（光興二年、西元三一一年）攻陷洛陽，虜懷帝司馬熾而去。

愍帝建興四年（西元三一六年）復陷長安，虜愍帝司馬業而去。東晉元帝太興元

年（西元三一八年）劉聰死，子粲嗣立，靳準勤兵入宮，弒劉粲，盡誅劉氏。 
 
 劉粲死後，劉淵族子劉曜起兵討準，誅之，並自立為皇帝，徙都長安，改國

號曰趙，史稱前趙。劉曜於光初十一年（西元三二八年，東晉成帝咸和三年）與

石勤戰於洛陽城下，戰敗被擒，太子劉熙於次年（西元三二九年）亦為石勤軍所

攻陷，前趙亡。羯人石勤建了復趙。7綜計自劉漢劉淵自稱漢王起，至前趙皇太

子劉熙被殺，共計二十六年（西元三○四─三二九年）此亦為匈奴在中國境內所

建立之第一個政權。 
 
 （二）（大）夏（西元四○七∼四三一年） 
 
 五胡十六國時期，淝水戰8後，前秦為後秦所滅9，中國北部地區各少數民族

再度紛紛割據稱雄，自立國號。赫連勤勤叛後秦，據今陝西、甘肅及內蒙古等不

分地區建立夏國，立國共二十五年（西元四○七∼四三一年）。 
 
 赫連勃勃為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淵元海之族。父劉衛辰入居塞內，符堅

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及前秦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

                                                 
6 史稱劉漢，以別於前、後及蜀漢。 
7 因羯屬匈奴別支，故不在此處探討後趙之事蹟。 
8 發生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西元三八三年），氐人苻堅率軍與羌人姚萇軍戰於淝水，符堅戰
敗。 
9 前秦為氐人符堅所建（西元三五一年），亡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元三九四年）。 



萬八千。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西元三九一年）北魏主拓跋珪擊殺劉衛辰，少

子勤勤亡奔薛干部，薛干部送之於後秦高平公沒弈干。姚興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

原工，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會勃勃聞後秦與北魏通而怒，

遂謀叛秦，襲殺沒弈干、併其眾。 
 
 勃勃自謂《史記》嘗言匈奴乃夏后氏苗裔淳維之後，乃自認為夏之後裔，於

東晉安帝義熙二年（西元四○六年）自稱大夏天王，改元龍升，置百宮，國家之

規模粗具，大夏龍升元年亦即東晉安帝義熙三年（西元四○七年）。同年，劉勃

勃破鮮卑薛干等部，龍升二年敗後秦軍，嶺北夷、夏附於大夏劉勃勃者以萬數。

西元四一三年，改姓日赫連氏。究其因，一為區別大夏之正統與支庶，另則是赫

連寓義為天；「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

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是，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

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日赫連氏，庶協皇天之

意，永享無疆大慶。⋯⋯」10 
 
 自赫連勃勃稱王至前秦姚興死（西元四一六年）的十年當中，夏秦間之互相

攻伐從未停止。東晉太尉劉裕滅後秦之後，曾遣使遺赫連勃勃書，約為兄弟。劉

裕攻破長安後，留其子劉義真鎮守，赫連勃勃大喜，遂攻長安，赫連勃勃於西元

四一八年入長安，並築壇於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勃勃死於西元四二五年

（夏真興七年，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西元四一八年勃勃入長安至四二五年死，

夏鮮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其時南朝的宋與北朝的魏，皆為勁敵，夏之政策傾向

於安守一隅。 
 
 勃勃死，其子赫連昌繼位，改元承光，西元四二八年（承光四年）赫連昌戰

敗，為北魏所虜，其弟赫連定嗣位，改元為勝光，勝光四年（西元四三一年）赫

連定復為北魏所擒，夏亡，共立國二十五年（西元四○七∼四三一年）。 
 
 （三）北涼（西元四○一∼四三九年） 
 
 沮渠蒙遜在今甘肅大部地區於西元四○一年所建北涼，為最後一個匈奴人所

建王朝，同時也是最後一個被北魏所滅之少數民族所建王朝（西元四三九年北魏

滅北涼，統一中國北部地區）。沮渠蒙遜為臨松盧水匈奴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

渠，遂以官為氏，姓沮渠焉。11蒙遜原本臣事後涼之呂光（氐族人），後因佰父

沮渠羅仇等為呂光所殺而反叛呂光，與諸部結盟起兵，推建業太守段業為涼州

牧。次年，北涼段業龍飛三年（西元三九八年，東晉安帝隆安二年）拔敦煌，取

張掖。西元三九九年，段業稱涼王，蒙遜於西元四○一年（北涼永安元年，東晉

                                                 
10 房玄齡《晉書‧赫連勃勃載記》卷 130，頁 3206。 
11 房玄齡《晉書‧沮渠蒙遜載記》卷 129，頁 3189。 



安帝隆安五年）襲殺段業，其黨共推蒙遜為涼州牧、張掖公，於是大赦境內，改

元永安。至永安十三年（東晉安帝義熙八年，西元四一二年），蒙遜稱河西王。

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西元四二○年），蒙遜滅西涼。 
 
 沮渠蒙遜死於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年（西元四三三年），在位三十三年。在位

期間不僅與西北諸國有外交關係，且與南邊的晉、宋，東邊的魏，以及西域三十

六國有外交關係。故北涼雖是一小國，但因對外交涉成功，戰爭較少，內部較穩

定，為十六國中最後滅亡者。 
 
 西元四三三年，蒙遜死，子茂虔繼立12；西元四三九年，見滅於北魏，自蒙

遜於東晉安帝隆安五年（西元四○一年）自稱州牧至北涼滅亡，立國三十九年。 
 
 南匈奴自劉元海於西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三○四年）自稱漢王起，迄北涼

哀帝茂虔於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西元四三九年）見滅於北魏止，其間共一百

三十六年，為史家所謂「五胡亂華」時代，始於匈奴政權之建立（劉漢），亦終

於匈奴政權之滅亡（北涼），堪稱巧矣。儘官「五胡亂華」以後匈奴一詞固然不

復見於史冊，卻由於「五胡亂華」時期的民族融合，使人民在血緣、文化上相互

交融，漢族之內涵大為擴增。 
 

  三、北匈奴之西徙入歐 

 
 匈奴民族的西遷，初期以控制西域，為主要目的取得其人力、物力之支援；

於匈奴國立強盛時，固使之愈為強盛，即便衰弱時，仍極力爭取西域，以便憑藉

西域的人力、物力增強其力量，與漢朝抗衡。因此，匈奴西徙的第一步，以便西

域成為其物力與人力主要來源為目的。 
 
 證諸漢朝爭取西域諸國之史料，可以發現到匈奴強盛時，西域諸國亦屬於匈

奴，當匈奴勢力為漢所攻破時，西域諸國又降服於漢。西域諸國為數眾多，力量

單薄，不屬於匈就屬於漢。在漢朝勢力未擴及西域前，西域為月氏為匈奴爭奪的

對象。 
 冒頓死後，其子稽粥即位，號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即位不久，便出兵攻擊月

氏，月氏大敗，多數月氏人不得不離開敦煌、祁連間，向西北陶道天山以北伊犁

河谷一帶，稱大月氏，少數留在故地者與羌人雜處，稱小月氏。匈奴在西域的力

量更家築固，自河西走廊以至塔里木盆地，均入其範圍。匈奴的版圖，此時東至

東胡故地，南到長城，北至貝加爾湖，西至蔥嶺，甚至蔥嶺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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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六十年（漢宣帝神爵二年），握衍胊鞮單于立，排除異己，日逐王先

賢撣遂率眾數萬騎降漢。日逐王降漢之後，西域南北南道，接為漢所控制，匈奴

在西域力量益弱，不敢與漢爭西域，並罷原設藉以控制西域諸國的壯僕都尉。 
 
 漢朝在武帝即位（西元前一四○年）後，開始與匈奴爭奪西域。漢武帝以外

交，武力交互運用的方式爭取西域。漢在西元前一二一年攻破了匈奴在祁連一帶

的勢力，此後原為匈奴所控制的西域，亦受到漢朝的威脅。漢設置武威、張掖、

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後，又徙民實邊，此四郡遂成為漢朝與匈奴爭奪西域之根

據地。 
 
 西漢宣帝時，日逐王降漢不久，匈奴就分裂為南北兩匈奴；南匈奴呼韓邪單

于降漢，北匈奴單于則向西北遷徙，並到中亞細亞的康居稱雄一時。究其原因，

呼韓邪得漢庇護，郅支不能安居匈奴故地；蔥嶺以東的西域諸國又為漢所控制，

故不得不遠徙中亞細亞。 
 
 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匈奴在西域勢力復興；蔥嶺以東除了莎東以外，所有國

家都投降了匈奴，匈奴乘機利用西域諸國侵擾漢之邊境。至東漢明帝時，漢改變

了光武帝對西域的消極政策，再加上班超二十多年的苦心經營，匈奴在西域的勢

力遂有所削弱。 
 
 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西元四十八年），比為匈奴南邊八部大人擁立，

比為紀念其祖呼韓邪單于依漢得安之事蹟，而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於是匈奴正式

分裂為南北兩部；呼韓邪單于比所統者，以其轄地在南，為南匈奴，蒲奴單于所

統者，以其轄地在北，為北匈奴。 
 
 前曾言及，東漢與漢、北匈奴之間，大體均在和平中渡過，東漢與南、北匈

奴均有來往。南匈奴固期能借東漢佇立滅北匈奴、一統匈奴，東漢則不存必欲滅

北匈奴之心，因北匈奴之存在，正可以約束南匈奴之誠心事漢，符合東漢「以夷

制夷」之策。章帝末年，匈奴曾為東邊的鮮卑所敗，至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十

九年），竇憲復大敗北匈奴，北匈奴勢益衰，時約為郅支西遷後一百四十年，北

匈奴不得不向西北逃至烏孫以西，後來到了悅般一帶，建立了悅般國。據《魏書》

載：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奇先，匈奴北單于

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

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玆北。地方數千里，眾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



謂之『單于王』」。13 

 
 悅般國曾於北魏世祖時，遣使北魏通間，其後蠕蠕、高車相繼發展壯大，北

匈奴遂不得不放棄對蔥嶺以東，西域諸國之控制，續向西方遷徙，其時約在東漢

桓帝永壽年間（西元一五五∼一五七年），開始向西移至康居，據《魏書‧西域

列傳》載：「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恆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

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齊國。」14康居地當今吉爾吉思，北匈奴之至康

居，其時約在在東漢桓帝延熹初年（延熹元年為西元一五八年）；未幾北匈奴復

向西遷徙，至粟特。 
 
 粟特，據《魏書‧西域列傳》載：「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

溫那沙。居余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

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

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15 
 
 再據《三國志‧魏書》，裴松之注引魚拳魏略云：「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

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竹水草，臨大澤，故時

羈屬康居，今不屬也。」16 
 
 又《後漢書‧西域列傳》云：「奄菜國改名阿蘭寮國，居地城，屬康居。土

氣溫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17 
 
 自上引二書中得知奄菜改名阿蘭，而粟特即歐洲史料中所稱之阿蘭（Alani，
Alanen），匈人（Hun）殺其王而有其國。 
 
 關於匈奴人之出現於歐洲，近人劉學銚氏於其所撰《匈奴史論》一書中，析

論如下：「姑以北匈奴至粟特時，為西元帝二世紀後半，粟特地在今吉爾吉思之

西，西距歐洲尚遠，兼以其間山水阻隔、森林密布，非力於遷徙者，因此約在百

年之後，亦即西元三七五年左右，匈奴人出現於歐洲矣。」18匈奴既滅奄菜（即

阿蘭），復歸踵向西逃亡之奄菜人，遂渡頓河入東哥德人領土，實為西元三七四

年，當時領導匈奴西進之領袖為巴拉密爾（Balamir），渠領導匈奴人自裏海北方
西征，臣服沿途各地民族，東哥德人遂與之相抗頡，屢戰屢敗，終於臣服於匈奴

而為之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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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可知東漢之伐北匈奴，北匈奴因而西徙，復由於北匈奴之西徙，引發歐

洲蠻族大遷徙；其後匈奴主力續向西移動，勢如破竹，席捲歐洲，羅馬帝國因之

分裂為東、西兩部。 
 
 

   第二節  結語 

 
 在本論文前面各章中，我們已分別就研究動機、目的、相關概念與理論，研

究方法、架構，匈奴的起源與發展，敘述了兩漢時期的匈漢和戰關係，並於前一

章綜合分析與探討匈漢和戰關係。現在，僅就以上主題做最後的總結。 
 
 匈奴與中國接壤，兼以游牧經濟對於農耕經濟的依存性，兩漢四百年間，匈

漢雙方一直有密切、頻繁的互動關係，中國史書上對於漢匈之和戰關係有詳盡的

敘述；但由於匈奴自身缺乏史料，匈漢和戰關係之評價往往受中國史家觀點影

響，而有傾向漢民族本位主義的言論；本文為彌補此一缺憾，期盼以民族史研究

之客觀性原則，重新探討兩漢時期匈奴與漢民族間的和戰關係。 
 
 在進行討論之前，有感於釐清日常生活習慣用語及學術概念之需要，故對「民

族」、「文化的概念」及「草原游牧與定居農業文化的差異」等觀念加以簡介、定

義。由於本論文之基調，在於認清任一民族之生計類型取決於其生活空間之客觀

條件，而避免以其中一民族之觀點批判生計類型迥異的另一民族，故有必要闡述

草原游牧及定居農業文化之差異性，以利進一步建立研究理論。與研究主題相關

而採行的理論為：（一）民族政策理論；（二）族群關係理論；（三）文化的多樣

性和相對論；（四）文化變遷及民族融合論。 
 
 根據前述研究理論，本論文研究方法以史學為基礎，若重政治學、軍事學、

社會學、民族學的分析，採取（一）泛文化比較法；（二）整體研究法；（三）文

化接觸研究法。 
 
 正式進入主題前，我們先簡介了匈奴的地理環境及生機類型，並探討了匈奴

的起源問題；以歷史上最早對匈奴有系統加以闡釋之《史記‧匈奴列傳》為經，

清代學者王國維氏之〈鬼方昆夷玁狁考〉為緯，並補充土耳其學者厄格爾氏之說

法討論了匈奴的族稱問題；同時簡介、分析了古今中外學者關於匈奴種屬的看

法，而採取劉學銚氏「匈奴自匈奴，不必強其與某族同祖」之觀點。探究漢匈關

係之前，先就匈奴早期發展加以研析，除春秋至秦漢時期匈奴與諸夏之和戰外，

並研究匈奴於頭曼單于、冒頓單于初期之事略。 



 
 敘述匈漢和戰關係時，則以兩漢歷史進展為主軸，就匈漢互動關係之熒熒大

者，分別就西漢初期、漢武帝時期、西漢後期匈奴內部鬥爭及附漢、王莽及東漢

時期來分析、探討匈漢和戰關係變遷以及雙方勢力消長。 
 
 自西漢初年高祖劉邦因困於平城白登，感漢弱匈強，遂採劉敬之議進行和親

（西元前一九八年），經惠帝、文帝、景帝至武帝前期匈奴「絕和親」（西元前

一三三年）的六十多年中，漢匈雙方基本上透過和親維持和平、友好；漢朝集中

力量整頓秦末及楚漢相爭以來遭到嚴重破壞的經濟、積蓄國力，對匈奴不願輕啟

戰端，僅加以防守。 
 
 漢武帝元光二年（西元前一三三年）「馬邑之謀」後，匈奴「絕和親」，到

漢宣帝甘露三年（西元前五十一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的八十多年當

中，漢匈之間處於交戰局面；武帝即位八年後，因之前休養生息、國力復興，遂

主動征伐匈奴，除了軍事之外，還配合外交策略運用，遣使通西域，以斷匈奴右

臂。匈奴遭到沈重打擊，開始衰落，原本親匈奴的西域諸國逐漸叛離，轉為附漢。 
 
 只是漢武帝後期，由於連年用兵，經濟復受到嚴重摧殘。故昭帝、宣帝時期

漢朝恢復與民休養生息之策，且因呼韓邪單于之朝漢，漢匈雙方關係恢復和平，

漢邊區亦回復到「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甘戈之役。」

的繁榮安定景象。匈奴此時期先有五單于爭立導致內部動蕩，後又隨呼韓邪單于

附漢而首度分裂為南北兩部。待陳湯、甘延壽驅烏孫兵滅了北匈奴郅支單于部

後，漢與南匈奴皆以和親關係相安。 
 
 西漢末年王莽秉政到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西元四十七年）的四十多年

間，由於王莽對匈奴政策的倒行逆施，匈奴感到地位被貶抑為漢之臣下，再度開

始侵擾漢邊，中國內部軍閥割據，無暇他顧，此時期漢匈關係緊張，敵對。自光

武建武二十三年（西元四十七年）匈奴再度分裂為南北至和帝永元三年（西元九

十一年）北匈奴崩潰的四十多年期間，基本上漢朝因南匈奴之歸附而庇護南匈

奴，北匈奴初期勢力強，東漢與南匈奴合力對付北匈奴；東漢對北匈奴採取羈糜

政策，至北匈奴因饑亂勢力衰竭，東漢與南匈奴聯軍滅了北匈奴，北匈奴輾轉西

徙。南匈奴則於東漢末年，朝政為曹操把持時朝漢，為曹操分其眾為五部。 
 
 分析匈奴與漢朝和戰關係時，我們先剖析匈奴南侵原因；探討漢朝之和親政

策；再分別研究匈漢和戰對匈奴與兩漢之影響。 
 
此外，為了明瞭東漢以後的匈奴事蹟，本章第一節另以「匈奴遺緒」來概述

東漢以後南、北匈奴之變遷。 



 
綜觀兩漢四百多年間匈漢之和戰關係，自冒頓單于至東漢季世之呼廚泉單于，匈

奴自強大而求和，而分裂，而衰微；而兩漢亦自求和，而攻伐，而威服；其中，

西漢更曾因連年用兵匈奴致民窮財盡。因此，對匈漢雙方而言，和戰關係具有極

深遠之影響；特別是通西域而擴大東西文化交流；北匈奴受創而輾轉西徙入歐，

而引發歐洲民族大遷徙；以及南匈奴內附中國而促進漢匈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其

重要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