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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自是吸引不少人的关切，加以满洲“异族”的身份， ① 越发
引人入胜，不论是民族、制度、文化等方面，皆颇受时人注意。 ② 然而以族谱入手研究满洲
历史，③ 却是比较晚近的事。1980 年以前，研究满洲的学者，如傅乐焕、王锺翰等人部分触
及满洲族谱。1980 年以后，随着中国对于族谱研究的重视与深入，被归列为少数民族的满
洲（满族），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如张其卓在《满族在岫岩》一书中，论及《齐氏族谱》
等数十种族谱、 ④ 又如针对清皇室的讨论，有屈六生〈清代玉牒〉、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
与皇族人口初探》等文章。 ⑤ 台湾方面，自 70 年代以来即重视族谱的整理与研究，在此时，
对于满洲族谱，也有相当的关切。陈捷先在第三届的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谈满洲
族谱》，介绍几部满洲族谱，并藉以勾勒满洲传统文化及汉化的情况，随后，庄吉发等人也
在几次研讨会中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 ⑥
在不少论文探讨满洲族谱之际，1983 年，李林与辽宁大学历史系师生开始整理散佚各
处的满族族谱，并从中挑选部分族谱，于 1988 年出版《满族家谱选编》
。该书的问世，对于
满洲族谱的研究，有相当的贡献，引起不少学者注意，如庄吉发《清代满文族谱的史料价值
——以托云保、李佳氏兴垦达尔哈族谱为例》一文中，即有多处援引。对于满洲族谱的讨论，
学者或针对单一族谱作分析，或是以几部族谱相佐论证，而李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则
是在其编纂的《满族家谱选编》基础上，综合分析所收集的数百种族谱，以勾勒满洲各族族
源、迁徙及风俗等历史现象。本书于 1990 年成书，1992 年由辽渖书社出版，16 年后再次刊
皇太极天聪九年，谕国名为满洲，因此笔者行文，以满洲指称。
二十世纪以来，中日等国着手搜集、整理满洲史料，如《满文老档》
、
《朝鲜李朝实录》等古籍，
并参之相关记载，对于满洲部落组织、八旗制度各方面进行研究。可参见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
国家的发展》一书前言，页 6~9。刘小萌，
《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7 年第二版。
③
李林：
《满族宗谱研究》下编《宗谱节选》所收宗谱有谱书、宗谱、族谱、谱册等不同称号，笔
者行文乃采族谱一词总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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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卓：
《满族在岫岩》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此外，常建华《家族谱研究》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族谱研究》等文，亦有其它相关的论文介绍，如陈佳华《清代一部
官僚士族家谱——<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研究》，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
国社会史研究新探》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57 页；第 302-303 页。
⑤
屈六生：《清代玉牒》，
《历史档案》（一）
，1984，第 83-87 页；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
人口初探》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408-440 页。转自刘素芬、
李中清、王丰、康文林：
《清代宗人府玉牒资料初探》
，收于《第六届亚洲族谱学术研究会会议记
录》，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 年，第 151-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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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捷先：
《谈满洲族谱》
，
《第三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
，台北：国学文献馆，1986 年
版，第 59-93 页。刘素芬、李中清、王丰、康文林：《清代宗人府玉牒资料初探》
；庄吉发：《清
代满文族谱的史料价值——以托云保、李佳氏兴垦达尔哈族谱为例》
，收于《第六届亚洲族谱学
术研究会会议记录》
，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 年版，第 117-156 页；第 157-181 页。庄吉发：
《满洲族谱的整理概况及其史料价值》
，《第七届亚洲族谱学术研究会会议记录》，台北：国学文
献馆，1996 年版，第 21-51 页，及其数篇收入《清史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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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作者于再版前言中即言明“力求保全原貌，仅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因此整体而言，
与早先的版本相差不多。 ① 1990 年以后，《满族研究》、《北方民族》等刊物上，有不少以满
洲族谱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表，藉以探讨满洲社会发展情状。 ②
李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分为上编“史事综述”、中编“宗谱分析”、下编“宗谱节
选”三大部分。
〈史事综述〉一编，乃藉由目前已收得的满洲族谱，佐之以《满洲实录》、
《八
旗满洲氏族通谱》、朝鲜等资料，论述满洲宗族迁移、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课题。中篇
则以《觉罗福陵觉尔察氏谱书》、
《白氏源流族谱》数本重要的族谱加以分析，详略不一，或
探讨该族源流、迁徙，或发家致富、家族财产的情状。下编乃节选《觉罗福陵觉尔察氏谱书》
等 29 本族谱的序、重要的文章以供读者阅读。
在“史事综述”方面，作者首先说明满洲纂修族谱的情况，指出八旗制度中，世袭的官
职需敕书载以承继之由，因此族谱成为证明身世的文书。再者，不论王公贵族或是八旗人丁，
③
其身份皆不能任意更动，族谱是身份、地位的重要凭借。 统治者的倡导，亦是族谱修纂兴
盛的原因。雍正时期，
《圣谕广训》有言：
“修族谱以联疏远” ④ 至乾隆时，则总集重要氏族
族谱修纂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其原籍、官阶、勋绩及迁徙分布之况。 ⑤ 此外，满洲
族谱序多是“追本溯源，光宗耀祖，以谕后人，正人伦，明孝悌”等语，足见亦受汉族文化
的影响。 ⑥ 总而言之，随着八旗制度的完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问世，掀起一波修纂
族谱的风潮，族谱的功用愈显重要，促成各阶层重视修纂族谱，成为几乎「一家一谱」的情
况。 ⑦ 作者指出，以其所收集的族谱观之，除《吴氏宗谱》等部分族谱是康熙朝修纂外，其
余多始于乾隆时期，可窥知在君王倡导、制度的需求下，满洲修谱的兴盛之况，且受汉文化
的影响愈发明显。 ⑧ 而至清亡、八旗制度瓦解后，或刻意隐瞒满洲身份，或成为汉族一环，
不过部分的族谱仍不断续修，于 1931-1945 再次盛行，后随之没落。 ⑨ 至于满洲族谱内容，
作者则指出，除基本的谱序、世系外，或有传记、仕宦、奏章，或有谱单记载其原籍、迁徙、
立谱时间、祖先画像等，详略不一。 ⑩ 关于满洲族谱发展与整体的状况，作者于此作了简单
扼要的说明。但笔者不免有些疑惑。在修纂原因方面，作者提及八旗制度、人丁身份、皇帝
提倡、汉文化影响等因素，笔者是认同的，不过作者论述时，或因采用的史料多为入关之后，
对于入关之前满洲纂修族谱的动机、状况未能论及。1644 年之前，生活在东北的满洲，除
了受汉文化影响之外，理应亦深受蒙古与朝鲜文化的影响。前者，生活形态与满洲相似，而
参考李林一书前言，第 1-3 页。
常建华：《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族谱研究》第四小节罗列数篇 1990 年以后的满洲族
谱研究，可参见之，见该书第 302-303 页。至于 2000 年以来，亦有不少论文，如定宜庄、胡鸿
保：《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
，《民族研究》2001 年第六期；薛柏成：《浅论叶赫那拉氏
族谱》
，《满族研究》2001 年第四期；赵维和：
《满洲八旗<叶赫那拉氏族谱>研究》
，《满族研究》
2005 年第二期；傅波主编：《赫图阿拉与满族姓氏家谱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年
版。
③
见该书第 7 页。
④
见该书第 7 页。
⑤
参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序、凡例。
〔清〕乾隆九年敕撰，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页 1-5。收
于《四库全书．史部》第 455 册，上海：上海古籍，1987。
⑥
见该书页 3。此外，可参看下编“宗谱节选”所收入的谱序，如《吴氏家谱．序》：
“尝闻国有
史，家有谱，所以昭信纪实，重本笃亲，使世世孙孙，乃昭然知所自出焉。
”又如《索绰罗氏谱
书统宗．原序》：
“客有问余：何为而集谱书也？余应之曰：此编一成，上之可以追述祖先，下之
可以流传后世。凡人皆宜重本源，况我满人，尤宜郑重，而不容遗忘也。”见该书第 283 页；第
296 页。
⑦
见该书第 7 页。
⑧
见该书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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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该书第 10 页。
⑩
见该书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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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字更是满文创立的凭借。后者，相邻的地理优势，对于满洲文化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换言之，蒙古族谱、朝鲜族谱对于入关之前的满洲族谱修纂有什么影响，又或者，满洲自身
对于族系的传承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又有怎么样的调整与融合，也许在爬梳各族谱之际，是
另一个思考的空间。再者，作者谈及满洲（满族）内部各阶层人丁修纂和保存族谱（宗谱），
出现了一家一谱的状况。笔者以为，若能分析各阶级修纂族谱内容的差异与特色，甚至在这
两百多年中，满洲族谱自身的变化、与其它民族的互动，如理藩院收藏的蒙古王公贵族谱书
与清皇室、王公贵族族谱的异同等，或许更能帮助理解满洲族谱发展与特色。
族谱内容包罗万象，学者多藉以探讨宗族、社会结构与历史现象。作者根据族谱所记事
略，下分宗族迁徙、户口释疑、经济变革、文化发展等子题，综合论述，以勾勒满洲历史发
展的样貌。
满洲迁徙与形成，是满洲研究的重要议题，关于各宗族迁徙的数据，明朝记载不多，朝
鲜则有几本古籍论及。在此之下，作者整理各族族谱的迁徙历程，参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等文献，将满洲宗族迁徙分成四期。第一期是元明之际，黑龙江女真第一次大规模南迁，遍
①
布东北各地，并先后形成黑龙江女真、海西女真、东南部女真（包括建州女真）， 并探讨
建州女真的族谱，认为其族谱所追溯的图们江、长白山一地仅为中间站，其迁移终点是苏子
河流域。此次的迁移，使得原有的氏族制遭受挑战，各姓杂处，是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过
渡期。 ② 明中晚期，尤其明末是女真第二次的大迁徙，其多前往佛阿拉（苏子河畔）成为奴
尔哈赤的政治军事一环。此外，海西女真于嘉靖年间往南迁移，并形成扈伦四部。第三期是
顺治元年，八旗兵丁、眷属随之入关定居，在族谱中载有“从龙入关”之语。据作者统计认
为当时有十多个宗族留在关外，入关的宗族约有七十余个，③ 并且随八旗驻防的调动，陆续
前往各地，其中留驻北京者称北京旗人，移驻全国者称驻防八旗，后者随着政治、军事局面
的改变，亦有调回关外，加上顺治、康熙年间，因应开垦荒地而前往的旗丁、民丁等，造成
第四次的宗族迁移。
历史学上，人口统计总是存在许多困难，作者乃根据族谱的记载略为统计满洲人口总数，
并比对八旗官兵与人丁人数，指出自康雍干以后，当兵的比例渐次下降。此外，分析族谱所
载的职业，可知旗人除当兵、务农、狩猎、手工业之外，乾隆中期以降，已逐渐从事其它的
行业，至光绪三十四年所统计的职业已与汉人无异。④ 经济变革一节，则集中讨论满洲族谱
所记载各族开垦土地的艰辛，以别“满人都是当兵”的误解。 ⑤ 作者指出，在入关前，主要
是计丁授田、编庄分丁。入关后，则不论关内外皆进行皇庄、王公庄田、官兵旗地等圈地，
且随着大局的底定，皇帝多鼓励回奉天开垦，并划定旗地、民地的界线，旗地不准越旗交易、
旗民不交产，但由于满汉移垦不断，不久之后，典卖旗地的风气日渐盛行，加上旗地与民地
比例逐渐下降，以致雍正四年时，丈量土地，设红册、红册地加强管理旗地、乾隆五年禁止
民人携眷到关外垦荒，并对私垦课以重税。⑥ 不过根据作者分析族谱记载指出，早在乾隆二
十三年准越旗买卖、光绪三十年取消旗民不交产之前，实际的旗地典卖情况是屡见不鲜。至
于皇庄、八旗王公庄田的面积、税粮多寡，以丁责粮与佃制度之间的冲击、转变，甚至王公
如何掠夺满汉人民垦地等，在族谱中也有详略不等的记录。
文化方面，作者以语文、思想、姓氏、祭祀、汉军族籍分论之。其中，姓氏的源流是族
见该书第 51 页。
关于部落血缘组织哈拉、穆昆之间的关系及由血缘到地域组织的演变，可参考刘小萌一书第一
章“满族的氏族与部落”，第 1-61 页。
③
见该书第 54 页。
④
见该书第 74 页。
⑤
见该书第 76 页。
⑥
见该书第 86-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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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重要的书写，因此族谱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说明满洲姓氏的演变。据作者的整理，认为金朝
所定汉字姓，多为满洲所承继，如满洲瓜尔佳氏（关）、费莫（马）、富察（富）、纳喇（那）
等等，后者纳喇是海西女真四部共同的姓氏，其在迁移过程中形成不同祖先却同姓的情况。
此外，作者指出黑龙江女真在移居东北各地时，常以姓氏为地名，而后人常认为以地名为姓
氏的说法，并非是最初状况。 ① 关于八旗汉军的性质，作者认为民国初年，有人倡导将满、
蒙、汉八旗统称为骑族的说法，在名称上也许还有商榷空间，但八旗内容的共同性确实引人
注意。 ② 于此，作者进一步说明，在讨论民族认同时，不能一概而论，如八旗汉军、八旗蒙
古，甚至是八旗满洲，在不同的历史发展与环境之下，产生的民族情感是很复杂的。针对此
点，笔者深感认同，唯可惜的是，作者未能以族谱深入讨论。笔者以为，各族谱在书写族源、
迁徙过程，或是记载事件时，常隐含着该族的自我标榜与认同，因此藉由族谱书写的探讨、
梳理，对于在八旗制度下，满、汉、蒙各族的交流，甚至与民人的互动，或有更深层的理解。
中篇“宗谱分析”主要针对几本族谱进行分析。在“族大支繁的瓜尔佳氏”一章中，乃
采《凤城瓜尔佳氏宗谱》等族谱分析瓜尔佳氏一族源流演变、迁移过程及在清朝任官的情状，
最后介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平南王尚家”则以《尚氏宗谱》为出发点，讨论尚氏宗
族发展、王庄情况。而对于尚之信功过问题，作者特别指出，除了乾隆三十年，张允格《续
元功垂范序》曾为尚之信翻案外，在《宗谱．长房世系》中亦记载了三藩之乱经过，以为尚
③
之信辩解。在此，作者认为需要有更多的史实，才足以信服， 并在下篇“宗谱节选”《尚
氏宗谱》部分，选录《续元功垂范序》与《<尚氏宗谱>大房之信》一文供读者参阅。
《勾画
封建家族模式的<白氏源流族谱>》中，将族谱所呈现的风貌分为发家致富、典卖田地、家
族财产、耕读人家四部分来讨论白氏一族的状况。其中田地的租佃、典卖的数据可以左证上
篇满洲经济变革的论述，而该族于咸丰九年设使支章程，④ 则反映出宗族中男女服饰、婚嫁、
生儿育女、饮食等开支多有限定，而立章之意亦与汉人立族规相去不远。⑤ 中篇最后是满洲
族谱（宗谱）的简介，说明藏于何处、修谱年代、重要记载等，少者数行，多者数页，为读
者提供初步的认识。
下编主要节选 29 本族谱序，族谱中若有重要记载，亦收入之，如《福陵觉尔察氏谱书》
录奏章、上述《尚氏宗谱》的《续元功垂范序》、《<尚氏宗谱>大房之信》、《吴氏家谱》序
与《哀矜录》
，甚至是满洲祭祀的文章，作者亦收入，如《索绰罗氏谱书统宗》原序与祭祀、
《陈满洲赵氏谱》序、镶蓝旗赵氏祭祀事项等，可说是上、中篇论述的史料节录。
综观李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主要是以族谱相佐一般研究满洲历史发展的传世文献，
期对史实有更深入的理解，进而勾勒出较为完整的历史面貌。虽然上编各议题的论述多偏概
念性的书写，中编以降又多为各族发展的事略，或族谱介绍、节录。但在一些叙述中，作者
利用族谱的记载提出不少新论点，如八旗人丁的职业等，并综观族谱，整理出满洲修纂族谱
的动机与内容，有相关的贡献。况且此书成书之早，其较为全面性的利用族谱从事研究，自
有不可抹煞的价值与地位。不过阅读完本书后，笔者尚有些疑惑。如前述的满洲族谱修纂的
⑥
问题。作者有「民间修谱始见于康熙年间」 一语，并以八旗制、皇帝倡导、受汉族的影响
为论点，说明满洲修谱情状。关于民间修谱一事，作者仅一语带过，此让笔者感到困惑，何
以在康熙年间始见民间的修谱，是否意指在入关之前，满洲人民没有修纂族谱，未受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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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章程首言：
“盖闻治国，必先齐家；齐家更难于治国。治国必有成章，齐家更有成规”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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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修纂的影响？甚至是相对而言的官方修谱，除了乾隆朝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外，
在此之前，又是怎么的面貌？此外，作者以《赫舍里氏宗谱书》所载的对答提出八旗满洲虽
皆有户口册，但“非可藏之私室，且散而难稽，与其欲亲睦宗族，何若修此谱为妙也” ① ，
说明虽已有户口册记载其父兄官职、户下人若干等，却不如族谱。此说法的时间点似乎较晚，
且关于户口册与族谱的关系，也未能深入讨论，恐不易明白个中的转变与影响。
满洲族谱的研究，在李林之后，多有发展，除探讨部分宗族族谱外，亦扩及社会文化层
面，企图藉由族谱的分析以勾勒出一幅多彩的满洲文化。而李氏一书，成书虽早，亦不可废，
在满洲研究中仍据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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