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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滿鮮民族的歷史學、民族學研究切入，自近代研究開展的20 世紀初至

迄今約120 年中，分別探討具有代表性的 21家學者的研究，統整歸納，進一步提

出目前滿鮮民族研究所建立之民族體系的共識點與問題點。 

 

自上述提出的問題點中，我們可以發現在 120年間的前60 年由日本學者成功

建立滿鮮民族的體系，奠定基礎並蓬勃發展；但後60 年卻逐漸走向愛國主義傾向

的歷史解釋。但經由探討歸納後，發現如從語言學、考古學、歷史學、民族學等學

科進行扎實的基礎研究，滿鮮民族研究仍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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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Certification and the Ethnic System  
of the Manchurian-Korean Peoples 

 
LIM Siu-theh, TSAI Chang-ting, CHOU Shih-huang, SHAO L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historical and ethnological studies on the Manchurian-Korean 

peoples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studies began. During this period of about 120 

years, there have been contributions from twenty-one scholars. This article summarises all 

these contributions to date, sets forth the consensus view of the ethnic system they 

established, and reviews some of the main argument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is period, Japanese scholars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ethnic system for the Manchurian-Korean peopl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period, 

however, research has tended toward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supporting various 

patriotic perspectives. Nonetheless, the discussion points out that research on the 

Manchurian-Korean peoples can still make progress, building on the solid foundation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linguistics, archeology, history and et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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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一）民族認定/民族分類體系 

 

民族認定，係對一個群體，就民族屬性，做出辨認，判定其為是為非。

更擴大來看，兩個民族之間，在同時性上有同類或異類的分類，在貫時代

性上有繼承與否的分類，這種分類擴及一些民族，便構成民族分類體系。 

 

（二）滿鮮 

 

滿鮮，是一個近代詞彙，語意是「朝鮮半島與滿洲大陸」。這是日本

帝國西進擴張的一個概念。〔桜沢亞伊 2007：19-36；井上直樹 2013；中見立夫 2013：

13-15〕以國家角度來看，從 10世紀初高麗國開始，朝鮮半島與滿洲大陸，

已經持續千年處於國土相對穩定的狀況，雖然具體的國界在不同年代有進

退移動的變化，把鴨綠江視為界河已經是千古不破的共識。以民族角度來

看，「民族」概念的釐清，是「近代的」事務，在此之前的「前近代」裡，

對於類似 ethnos的 people，則是使用「東西南北」的地理概念來分類，或

使用「生熟」的開化與否的標準來分類。所以一群民族的分類，悉用「國

境內 vs國境外」的分類即可。 

 

（三）滿鮮民族 

 

對於滿鮮民族，亦即對「朝鮮半島與滿洲大陸」在歷史上的眾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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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近代的學術的認知、或說是語言學的民族學的認知，是近代的議題，

由近代日本的東洋學開拓者白鳥庫吉在 1900年開啟，迄今 115年。 

 

滿與鮮，都盛產人參，民間故事也經常以人參為主題，更能聚焦的是，

滿族與朝鮮族，都以長白山（白頭山）為聖山。從這一個角度來看，滿鮮，

不但不能截然劃開，甚至可以合為一體。〔稻葉岩吉 1922：307-309〕 

 

滿鮮的分與合，從國家利益來看，帝國日本是主合，新舊中國與朝鮮

韓國是主分。但是學術研究，不能全然配合國家的主觀欲求，必須秉持客

觀與理性，在學術規範裡運作。 

 

（四）滿鮮民族研究的展開 

 

日本人對於滿鮮的關注由來已久，自江戶時代就已開始，此時期已有

日本人源出朝鮮半島東渡的說法。直至 19世紀末，日本引進西方近代的

大學學制，設置東京大學，開始了具有實證性的學術研究。此時的日本東

洋史學界為了與國際學術接軌，思考要如何在學術研究上進行突破，其中

的領頭者白鳥庫吉認為： 

當時歐美人對於東洋方面的研究，多以中國、蒙古、中亞

為主，並在上述領域逐漸成為權威，面對此一事實，幸虧滿州

與朝鮮尚未落入其手。可以說此領域尚未有人進行開拓，所以

歐美人無法進行的滿州、朝鮮的歷史地理研究，必須由日本人

來進行。〔白鳥庫吉 1971：403〕 

此後，白鳥庫吉在東京大學，在滿鐵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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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培養出一批重要的學者，如稻葉岩吉、津田左右吉、池內宏等人，此

後薪火不斷，遂讓日本東洋史中的滿鮮史研究，到目前仍然佔有相當重要

的地位。割捨歷史研究，直接涉及滿鮮地域的眾民族的認定與分類的領

域，有白鳥庫吉、日野開三郎、三上次男等三人，他們的研究業績奠定滿

鮮民族研究的基礎。 

 

（五）滿鮮民族研究的分期與派別 

 

綜觀120年的近代研究，分為2階段，各約60年。第1階段，1900s-1950s

的 6個十年代，是日本的獨擅場所，努力於建立阿爾泰民族體系與發現鮮

系民族分類體系。第 2階段，1960s-2010s的 6個十年代，是愛國主義引

導歷史解釋的發展。 

 

第 1階段，1900s-1950s的6個十年代，主流是日本，立場是立派（建

構派），努力於建立阿爾泰民族體系與發現鮮系民族分類體系。作為建設

的對立面，1930s-1950s的3個十年代，出現破派（解構派），利用民族學

與文獻學努力破解傳統的滿系民族分類體系。破系對於傳統滿系民族的體

系做出否定的論斷，指出錯誤而非指出新體系。正反兩派反覆對立，但都

將滿鮮民族研究推向實證的方向與精緻的品質。1930s的第 4個十年代， 

918事變後為解決中日糾紛而引發國際聯盟滿洲調查團事件，同時也激出

中國的滿鮮研究。 

 

第 2階段，1960s-2010s的 6個十年代，是愛國主義引導歷史解釋的

發展。半島在1970s分別在南北各自展開，中國在 1980s加入論爭。這些

論爭都是國家民族體系與國家史的論述基礎，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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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在第1階段晚期的1954已經有李丙燾首發立論，提出兩系論（南

北系）為後人承襲，但中間相隔 2個十年代。朝鮮在 1962提出三族論（濊

貊韓），到1979年起成為官方觀點。兩種論點都建立在半島民族一元論（濊

貊）的基礎上。南北兩國都有極強列而穩定的共識：朝鮮韓國的民族體系

是一元兩系三族。根據這樣的解釋，滿洲東部便屬於朝鮮韓國（濊貊系）

在歷史上的舞台。 

 

新中國在建國之初 1950s，打過抗美援朝的韓戰，共產世界剛成形，

出於政治考量，考慮到與朝鮮的特殊關係，將滿鮮史上的高句麗國視為朝

鮮歷史。具體表現在：中國政府也曾把與朝鮮聯合考古的高句麗文物贈送

朝鮮，在教科書中將高句麗國定位為世界史的朝鮮史的三國時代的一國。 

 

近年，政治局勢緩和與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世界整合，使得國與國之間

的現況的或上推到歷史的模糊空間逐漸縮小，於是用現代國家觀念去清理

古代歷史的國家事務的爭議，便浮上水面，成為國際爭執的焦點。涉及滿

鮮的問題，即是：歷史上在滿洲地域的鮮系民族及其建立的國家，究竟是

屬於中國史還是韓國史（朝鮮史）？1980s後期中國加入討論之後，成為

雙方爭議的議題，並且急速加溫。雙方爭議也都有相同的選擇方向，不朝

重疊雙屬共有的方向發展，而朝單一而排他的方向去選擇。日本與韓國於

2006 共同成立「東北亞歷史財團」、中國 2002 有「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

系列研究工程」（簡稱「東北工程」）「東北工程」。雙方進行了頻繁爭奪歷

史解釋的論戰，甚至引發外交問題。 

 

「東北工程」，全稱「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2002年 2

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三省相關學術機構及大學聯合啓動，是一項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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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跨地域、跨部門的科研項目，為期 5 年。「東北工程」課題總經

費為 1500 萬元人民幣（新臺幣約 7500萬元）, 其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

及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自籌 500 萬元（新臺幣約 2500 萬元）, 國

家提供課題經費 1000 萬元（新臺幣約 5000萬元）。截至 2004年底，已

完成課題（包含研究類、翻譯類、檔案整理類等三類）40餘項，出版著

作 18部1 。該工程主要研究內容包括：古代中國疆域理論研究；東北地

方史研究；東北民族史研究；古朝鮮、高句麗、渤海史研究；中朝關係

史研究；中國東北邊疆與俄國遠東地區政治、經濟關係史研究；東北邊

疆社會穩定戰略研究。〔李國強 2004〕 

 

「東北工程」認為古朝鮮、高句麗、渤海史等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

地方政權」，不但將其列入中國史範疇，並主張高句麗與高麗是無關的兩

個古代政權，引發韓國方面的強烈反彈。作為回擊，韓國政府於 2004年

3月設立了「高句麗研究財團」，展開韓國史觀立場的高句麗史、古朝鮮、

扶餘、渤海、韓中關係史等方面研究。〔陳姃湲 2011〕 

 

面對韓國方面的回擊，中國並未做後續回應。在中國，高句麗史等關

注程度與研究深度皆不如韓國。「東北工程」為期僅有五年，中國學者在

這個研究項目告一段落後，就鮮少再參與其中，轉而投向其他國家科研經

費資助的項目，並未形成長期持續的研究，也未能與韓國學界的質疑進行

對話。〔新浪網 2004〕 

 

在「東北工程」引起中韓史觀紛爭之後，韓方雖反應強烈，但也以此

為契機，開始重視其他與韓國古代史以及跟周邊國家領土爭議的相關研 

                                                       
1
 「東北工程」截至2004年6月的研究成果目錄詳見李國強〔2004〕附錄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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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06 年 8 月，韓國政府整合歷史學界等各界意見，再次設立「東

北亞歷史財團」，並且將「高句麗研究財團」也合併於此，隸屬於教育

部。自 2006 年設立至今，「東北亞歷史財團」每年從國庫獲得補助約為

200億韓元（新臺幣約 5.6億元），其中占最多經費的支出是支援研究者

進行各項委託研究計畫的費用。不同於「高句麗研究財團」僅以古代史

領域為工作項目，「東北亞歷史財團」的研究範圍不僅應對中國的「東

北工程」，更涵蓋與日本之間的獨島主權問題、「日本海」抑或「東海」

等國際地理名稱糾紛、教科書問題、慰安婦問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等，

包含了從古代史到近現代史，韓國與各鄰國之間所發生的所有歷史問

題。2 〔陳姃湲 2011〕 

 

對於中國來說，「東北工程（2002—2007）」雖未持續進行，但卻作

為中國邊疆研究學科系列研究項目之一，開啟了「創立一門以探求中國

邊疆歷史和現實發展規律為目的新興邊緣學科──中國邊疆學（馬大正

2011）」的過程，後續又展開了「新疆項目（2004─2009）」、「西南項目

（2008─2012）」、「西藏項目（2009─2013）」、「北疆項目（2010─2014）」

等。〔厲聲 2011〕 

 

中國對古朝鮮、高句麗、渤海史作為中國邊疆史的定位，與韓國將其

作為韓國國史的立場，仍然沒能達成共識與和解。 

 

（六）本文的論述 

 

本文整理涉及「滿鮮民族的民族認定及其民族體系」的相關學者在其 

                                                       
2  在東北亞歷史財團官方網站（www.nahf.or.kr）可查詢其歷年活動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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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各國學者重要論著發表年代一覽表

 

著作裡的論點，摘錄文句或文意的方式不等，但都註明頁數，以供稽查複

核。然後依派別（立派、破派）再依國別（取其論點相近），分別是日本

3家、舊中國2家、新中國3家、朝鮮 3家、韓國8家、破派 2家，共得

21家。分別在前四節敘明。諸家爭議的問題點，到處點燃，無處無烽火，

本文歸納出幾個關鍵的問題點，在第五節做通盤分析。 

 

本文採團隊合作方式完成，日本語文獻由蔡長廷負責、漢語文獻由周

士煌負責、韓語文獻由邵磊負責、通篇構想與整理由林修澈負責。素材收

集後經團隊討論修改，反覆超過二十次，對於各家立論，努力做到完整而

無大遺漏、精確而無斷章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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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國日本學界：展開近代的及民族學的視野看滿鮮 

（一）近代的民族認定與民族體系 

 

J1白鳥庫吉 

 

白鳥庫吉（1865-1942）是日本的東洋史與滿鮮史研究的開創者。慶

應元年（1865）生於上總的長柄郡長谷村（今千葉縣茂原市），家中以務

農為生，明治 20年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白鳥庫吉曾任職於學習

院大學、東京大學等，並組織成立「亞細亞學會」、「東洋協會」、「滿鮮歷

史地理調查室」等學術機構。〔江上波夫（編）、松村潤 1992：40-47〕 

 

白鳥庫吉認為日本的東洋史如要與國際學術接軌，就需要先在未知領

域取得開拓性成果，所以就當時歐美人主要的學術成果在中國、蒙古、中

亞等地域來看，滿州與朝鮮地域的研究是值得耕耘的。〔白鳥庫吉 1934/1971：

403-404〕 

 

以下擷取白鳥庫吉自明治 33年至昭和 14年（1900-1939），近 40年

間，對於滿鮮民族的見解。其中可以看出，白鳥庫吉提出阿爾泰民族的分

類體系（土耳其、蒙古、通古斯），另外從民族間的接觸狀況、語言的比

較切入，認為東胡、濊貊是屬於蒙古、通古斯的混種民族。其中濊貊是在

朝鮮半島各個勢力的重要民族，所以白鳥庫吉特別注重此民族的歸類，認

為其是以通古斯種為骨幹，混雜少部分蒙古種的成分。其體系的呈現則可

參見下面的統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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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鳥庫吉，1900/1971，〈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いて〉 

滿州 今日滿州人為通古斯種，與鄰近的蒙古、突厥是不同的。〔白鳥庫吉 

1900/1971：19〕 

女真、滿州 女真與滿州是同樣的種類。與女真相同，在滿州出現應是相同民族的靺鞨

則與契丹、室韋相近，不是純粹的滿州人。〔白鳥庫吉 1900/1971：21〕 

貊 佔據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沃沮皆是貊種。佔據今日盛京省北方的夫

餘也是貊種。〔白鳥庫吉 1900/1971：21〕 

濊貊 濊貊民族從地理上來看，是靺鞨、契丹、鮮卑的類族。〔白鳥庫吉 

1900/1971：21〕 

 

白鳥庫吉，1907/1971，〈韓史概說〉 

韓國人 韓國人民大體屬於烏拉爾•阿爾泰人種的系統。〔白鳥庫吉 1907/1971：287〕

語言區別=

人種區別 

語言上的區別，大體上也表示人種上的區別。〔白鳥庫吉 1907/1971：287〕

通古斯 今日所謂通古斯，用古代的詞有各式各樣的說法，但可總稱扶餘民族。……扶

餘族居於現今的長春、昌圖、哈爾濱直往西，含有部分蒙古原種。大體上屬於

通古斯，也就是與今日的滿洲人同一系統。〔白鳥庫吉 1907/1971：297-298〕 

 

白鳥庫吉，1909/1971，〈滿洲民族の過去〉 

滿洲利亞民

族的所屬 

居住於滿洲的民族，在學問上稱為烏拉爾•阿爾泰民族，此民族分布於烏拉

爾山脈東西邊。〔白鳥庫吉 1909/1971：325〕 

滿洲民族=

通古斯 

滿洲民族是通古斯種族由黑龍江南下，進入今日的滿洲。又部分與蒙古種族

混雜形成。〔白鳥庫吉 1909/1971：326〕 

扶餘 滿洲地域的通古斯中最古老的勢力是高句麗。日本中一般將高麗視為朝鮮之

祖，但其實在滿洲地域的通古斯中，其根源是居於今日開原、鐵嶺以北，昌

圖、長春之邊，哈爾濱以南的松花江流域的扶餘民族。此民族後來南下鴨綠

江下流，做為根據地，另一方面，征服遼東、朝鮮半島的北部，建立高句麗。

其人民雖也有朝鮮人，但國王是屬於通古斯中的滿洲人。〔白鳥庫吉 

1909/1971：327〕 

渤海 渤海人種為通古斯，與高句麗有少許差異，應是屬於肅慎。高句麗屬於貊系

統。渤海原居於長白山之北、松花江、黑龍江流域，支那稱其為勿吉或靺鞨。

〔白鳥庫吉 1909/1971：328〕 

 

白鳥庫吉，1935/1971，〈塞外民族〉 

塞外民族

分類 

塞外民族中分為蒙古民族、土耳古民族、通古斯民族、蒙古與通古斯的雜種

族。〔白鳥庫吉 1935/1971：485〕 

濊貊等族

的分類 

蒙古與通古斯的雜種族中有東胡、烏桓、鮮卑、庫莫奚、濊貊。〔白鳥庫吉 

1935/197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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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慎等族

之所屬 

通古斯民族中有肅慎、挹婁、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滿洲。〔白鳥庫吉 

1935/1971：485〕 

靺鞨 靺鞨是廣泛東北地方女真民族的總稱。〔白鳥庫吉 1935/1971：523〕 

渤海 渤海是靺鞨，也就是勿吉的後裔。〔白鳥庫吉 1935/1971：524〕 

肅慎等族

的系統 

周代的肅慎、漢魏時代的挹婁、南北朝的勿吉等，都是靺鞨的祖先。〔白鳥

庫吉 1935/1971：524〕 

靺鞨 佔據粟末水的靺鞨，在高句麗滅亡時，部酋大祚榮吞併高句麗故地，結合靺

鞨諸部。被統治者靺鞨人是純粹的通古斯族。〔白鳥庫吉 1935/1971：525〕

 

白鳥庫吉，1939/1971，〈アジア諸民族史論〉 

亞洲民族 亞洲諸民族的人種主要可分為白色人種與黃色人種。〔白鳥庫吉 

1939/1971：203〕 

烏拉爾•阿

爾泰族 

黃色人種中有烏拉爾•阿爾泰民族，其中又可分烏拉爾族與阿爾泰族。〔白

鳥庫吉 1939/1971：205〕 

烏拉爾•阿

爾泰族之系

統 

阿爾泰族中分為土耳古、蒙古、通古斯三種。〔白鳥庫吉 1939/1971：

205-211〕 

渤海 通古斯中的渤海是靺鞨，也是勿吉的後裔。渤海的王室是高句麗人，被統

治者是靺鞨人。〔白鳥庫吉 1939/1971：209〕 

濊貊等族的

分類 

通古斯與蒙古的雜種，其中有東胡、鮮卑、契丹、濊貊。〔白鳥庫吉 1939：

211-215〕 

濊貊 濊、貊是相似的民族，故自古以來並稱濊貊。……是以通古斯族為主體，

混雜蒙古族。〔白鳥庫吉 1939/1971：213〕 

 

上述提及的論文，是白鳥庫吉提及滿州民族構成與分類的文章中，較

具重要性與系統性的，其中又可大致將論述的要點分成兩大類：（一）位

於歐亞北部的烏拉爾‧阿爾泰語族的分類。（二）滿洲民族的系譜。此兩

類依據資料整理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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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白鳥庫吉的觀點，有關滿鮮地域的民族，有通古斯種、蒙古+通

古斯種、未知種族的朝鮮人，共三種。其中特別的是濊貊，因其語言與純 

通古斯族有所差異，所以從語言的角度來推論種族的話，濊貊應該以通古

斯族為主幹，混雜蒙古族的雜種族。〔白鳥庫吉 1933/1971：538〕而史料中則

分別出現濊貊、濊、貊等詞，所以有關濊貊、濊、貊之間的關係，分別有

昭和 8年、昭和 10年、昭和 14年等三篇文章談到，但直到昭和 14年才

有論述。他認為濊、貊是相同的類族，自來以來並稱濊貊。所以應可了解

為分別有濊族、貊族，以及將兩者合併稱呼的濊貊族。〔白鳥庫吉 1939/1971：

213-215〕但實際上關於三者關係仍然模糊。從三篇文章的行文來看，介紹

濊貊後，接著提到貊及屬於貊種的夫餘、高句麗、沃沮、濊貊等，似乎是

將濊貊與貊完全等同。另一方面，女真、滿洲兩民族雖為純通古斯族，但

兩者與靺鞨、勿吉等的關係仍不清楚。 

表2：烏拉爾‧阿爾泰語族的諸民族系統

（資料來源：［白鳥庫吉 1935/1971：485、1939/1971：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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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白鳥庫吉在建構滿鮮民族體系時，首先是濊貊是否為一個

民族的問題；再者因白鳥庫吉治史的範圍多在古代史，所以對於女真、滿

洲民族則無深入論述。這可說是白鳥庫吉的滿鮮民族體系中兩個較為薄弱

之處。 

 

J2三上次男 

 

三上次男於明治40年（1907）3月 31日生於京都府宮津市，專攻東

北亞史、遊牧民族國家史、陶磁器史等。昭和7年（1932）畢業於東京帝

國大學東洋史學科，為池內宏的主要弟子。同年由日本外務省屬東亞考古

學會派往中國留學。昭和 24年（1949）為東京大學教授。歷任日本考古

學會會長、東洋陶磁學會會長、中近東文化中心理事長等要職。對金史、

女真史、中國東北地區考古學、陶磁學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

面有大量著作，從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進行系統研究。 

 

三上次男的東北亞史的研究傾向，仍源自於白鳥庫吉、池內宏的滿鮮史

研究傳統，但其突破特別之處，在於同時使用歷史文獻、考古學資料、民族

學資料進行研究，有別於一般東洋史學界主要利用歷史文獻進行研究的著作。 

 

三上次男的滿鮮民族系譜中，與白鳥庫吉相比，只集中關注濊貊、挹

婁，再延伸討論到高句麗、夫餘、靺鞨、勿吉等。研究方法上，更關注民

族學的調查，從神話、墓葬、慣習等切入論述。滿鮮民族的分類，如表2

所示，將滿鮮民族分為烏拉爾‧阿爾泰系與古亞細亞系兩類，有別於白鳥

庫吉的通古斯系與通古斯混蒙古種系兩類。在濊貊問題上，三上次男認為

濊、貊各代表不同的民族，濊人主要居住在海岸或大河邊，以漁狩獵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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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貊人主要居住在山谷，以高度發展的狩獵與低度發展的農耕為生

的民族。另一方面，由於挹婁語言、文化與貊系的高句麗、夫餘不同，所

以就與貊不同，但未論述其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黑水靺鞨與勿吉、挹婁

都是古亞洲人系統的民族；但黑水靺鞨與其他靺鞨諸部則在生活慣習與政

治關係都有相當的差異。 

 

三上次男，1942/1966，〈古代東北アジアの諸民族と挹婁人の民族的性格〉 

通古斯族與

古亞洲族 

東北亞洲的原住民可分為兩大人種群，一是烏拉爾•阿爾泰人（或稱新西伯利

亞人、Mongoloid）下的通古斯族。另一是古亞洲族（或稱古西伯利亞人、

Americanoids）。〔三上次男 1942/1966：223-224〕 

古亞洲族 古亞洲族居住在東北亞中的極東、極北之地，與愛斯基摩人在體質上、文化上

有很深的關係。〔三上次男 1942/1966：224〕 

肅慎、貊、

穢 

最早出現的東北亞原住民是肅慎與貊，前者住在中國東北方，使用楛矢、石砮

的種族；後者是居住在滿洲東部到朝鮮東海岸的住民。此外朝鮮沿海、大河流

域有名為穢的種族。〔三上次男 1942/1966：225〕 

夫餘 前漢時期，以哈爾濱為中心形成獨自的政治勢力―夫餘，其民族構成需要進一

步了解。……夫餘決不是單一民族所組成。……從其開國傳說便可知曉，夫餘

的祖族從北方（或西北）某地南下至北部滿洲。……征服當地的原住民（穢、

貊）。〔三上次男 1942/1966：227-228〕 

高句麗 高句麗的開國傳說與夫餘幾乎相同，其原住民也是穢、貊。〔三上次男 

1942/1966：228-229〕 

沃沮 沃沮為另一政治勢力，又分北沃沮、南沃沮（又稱東沃沮），其原住民也是穢、

貊。〔三上次男 1942/1966：229〕 

穢貊研究史 關於穢、貊的人種歸屬有幾種說法：白鳥庫吉認為穢貊為一民族，是以通古斯

族為主體，混雜蒙古種的雜種民族。凌純聲也認為穢貊為一民族，是東亞邊緣

地帶的原住民，與現在的古亞洲族有民族的關係。〔三上次男 1942/1966：229〕

穢、貊 作者認為穢貊是對穢、貊兩個個別民族的總括稱呼：穢人：居住在海岸與大河

邊，以狩獵、補漁為生。貊人：居住在山谷，以高度狩獵與低度農耕為生。高

句麗其中一部分就是貊人，從生活形態上、文獻上來看，貊人與通古斯族的關

係很深。〔三上次男 1942/1966：230〕 

挹婁 在穢、貊的東北方，有一相異的民族為挹婁。挹婁的語言，與穢、貊、夫餘、

高句麗、沃沮是兩個系統。……語言是顯示民族性質的最重要指標。……特別

是挹婁的豎穴式住居，與夫餘、高句麗、沃沮等善治宮室的住居是兩個系統。

豬的飼養問題、服飾、箭矢的使用、飲食，兩個系統也相異。〔三上次男 

1942/1966：234-235〕 

挹婁、 

勿吉、 

黑水靺鞨 

挹婁與南北朝時代的勿吉、隋唐時代的黑水靺鞨是同一系統的種族。〔三上次男

1942/196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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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婁 另一方面，挹婁人與古亞洲族在住居上、飲食上、使用人尿等慣習相似。〔三上

次男 1942/1966：239〕 

挹婁 挹婁決不是純粹的通古斯人，而是古亞洲人的系統。其居住地大約是東方的沿

海州地方，包含シコタ•アリン與黑龍江下游。〔三上次男 1942/1966：242〕

 

三上次男，1951/1966，〈穢人とその民族的性格〉 

穢、貊 從史料來看，穢、貊是兩個民族。又有夷貊、胡貊、韓穢等組合詞，將其組成

複合詞的原因可能是因胡、貊的住地是同方向。〔三上次男 1951/1966：360-361〕

穢、貊、韓 穢、貊、韓都是同樣的總括性民族稱呼，具有重要意義。〔三上次男 1951/1966：

360-363〕 

 

三上次男，1964/1966，〈古代東北アジア諸族、とくに挹婁人における地下式住居〉  

挹婁人 深大的地下式住居是三國時代挹婁人生活的特徵。〔三上次男 1964/1966：314〕

黑水靺鞨 靺鞨諸部雖說為一個整體，黑水靺鞨與其他靺鞨諸部（粟末、白山、伯咄、安

車骨、拂涅、號室等）之間，生活慣習與政治關係有相關的差異。〔三上次男 

1964/1966：317〕 

挹婁、 

勿吉、 

黑水靺鞨 

三至七世紀的挹婁―勿吉―黑水靺鞨諸族的地下住居大概是相同的。〔三上次男 

1964/1966：327〕 

 

上述提及的論文，是三上次男提及滿州民族構成與分類的文章中，較 

具重要性與系統性的，其中可將大致將論述的要點製成下表3。 

 

 

 

 

 

 

 

 

 

表3：三上次男的滿洲民族系譜

（資料來源：［三上次男 1942/1966：223-224、242；1964/1966：3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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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日野開三郎 

 

日野開三郎於明治 41年（1908）5月 11日出生於當時的愛媛縣伊予

郡（現今的伊予市），陸續就讀愛媛縣立松山中學校、官立松山高等學校。

昭和 3年（1928）入學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當時的指導教官

為池內宏、和田清、加藤繁。昭和 6年（1931）畢業後擔任府立第九中學

教師；昭和10年（1935）進入九州帝國大學文法學部任職。 

 

日野開三郎在戰後東洋史學界成為指標性存在，研究領域除了中國

中世的政治、經濟、社會史研究外，對於東北亞史中的靺鞨、渤海、女

真等民族史研究也相當專精。其中關於兩稅法、藩鎮、邸店、飛錢、漕

運等主題的研究，發揮了優秀的才能也有豐碩的研究成果，被稱為「日

野史學」。其後自 1980年開始，到 1996年，刊行 20冊《日野開三郎  東

洋史學論集》。 

 

由於滿洲、朝鮮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從興盛的

狀態轉變為停滯的狀態。日野開三郎的主任教官池內宏即為滿洲、朝鮮史

的研究泰斗，也是上述白鳥庫吉的得意門生，而日野開三郎更是承接滿

洲、朝鮮史研究之傳統，故其東北亞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日野開三郎的滿鮮民族研究，承襲白鳥庫吉，將白鳥庫吉的體系再進

行更細緻的分類，如將濊貊再細分四個分支：沃沮、夫余、高句麗、濊。

另一方面，著重在白鳥庫吉著墨不多的靺鞨，將其中的七個分支逐一溯

源，得出靺鞨七部是濊貊系與通古斯系所組成，如表三。值得注意的特點

就是，各民族間都有明確的接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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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野開三郎，1946/1988，〈夫余國考―特にその中心地の位置について〉 

夫余 夫余國是隸屬通古斯系的夫余族所建之王國，做為通古斯族所建之國中，是

目前史料所知最古老的國家，也是最大的勢力。所以夫余國及夫余族在滿洲

史上佔有極高的地位。〔日野開三郎 1946/1988：15〕 

夫余 夫余國的中心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松井等提倡的在今伊通河畔的農安；二

是池內宏提倡的非農安，而是在今阿什河（阿勒楚喀河）畔的阿勒楚喀（阿

城）。作者同意第一說。〔日野開三郎 1946/1988：15-16〕 

靺鞨 隋書記載中的靺鞨七部，其中一部為粟末靺鞨，又稱扶余靺鞨，很明確的是

夫余後裔。另兩部（伯咄、安車骨）與滿蒙混血的夫余族不同，是純粹的通

古斯系，所以不是夫余的後裔。〔日野開三郎 1946/1988：17〕 

勿吉 驅逐夫余的勿吉是以阿勒楚喀•拉林河流域的通古斯族為中心民族，而在此

地興盛的本土勢力。以作者所見，勿吉的中心民族是純粹的通古斯族，是長

久以來隸屬夫余的土著民。安車骨靺鞨是勿吉的後裔。〔日野開三郎 

1946/1988：17〕 

 

日野開三郎，1948（未發表）/1988，〈沃沮考〉 

濊貊族系統 沃沮與夫余、高句麗、濊，構成濊貊族的四大分派。他們以通古斯種為根

幹，混著蒙古種的血。因此其語言，夫余、高句麗、濊等大體相同。隋唐

時代靺鞨七部之一的白山靺鞨是沃沮的族裔。而今天海蘭•布爾哈圖兩河

流域的間島及以敦化為中心的勒福成河（瑚爾喀河上流）為白山靺鞨的住

域。沃沮傳中有東沃沮、南沃沮、北沃沮記載，主要是地理區分，而非族

種的差異。南沃沮以咸興為中心，北沃沮以間島為中心。東沃沮則非相對

於西沃沮，而是沃沮族居住於東方之意。〔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

/1988：102-103〕 

 

濊貊族 居住於咸鏡南北道及間島的濊貊族在三國時代被稱為沃沮，隋唐時代被稱為

白山靺鞨。北沃沮曾經以濊貊為名，雖然三國時代以前並無稱他們為濊貊的

史料，但是可以見到濊貊之詞已有使用。高句麗族做為最古濊•貊，或是濊

貊在歷史上登場。〔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1988：162〕 

靺鞨 隋唐時代的靺鞨是對於高句麗之外的全通古斯系諸族的總稱，其中包含各式

各樣的種派，其中大約可分為七種，其中一部曰白山靺鞨。沃沮族在隋唐時

代的滿洲通古斯族也是重要的一族，被視為白山部，而與其他諸種派有所區

分。白山部的名稱是因他們居住在太白山的北、東、南三面而得名的。在高

句麗滅亡後，渤海興起，白山部與高句麗、粟末部成為渤海國的指導種族，

三者融合，構成所謂渤海靺鞨或是渤海民族。〔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

/1988：163〕 

 

日野開三郎，1948（未發表）/1988，〈東濊考〉 

濊貊 古代東夷中有一種被稱為濊或濊貊的種族，所謂濊或濊貊是以今朝鮮半島

江原道地方為根據地的居民之說法。〔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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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濊貊 另外，有包含濊（濊貊），也有包括沃沮、高句麗、夫余等之說法。〔日野開

三郎 1948（未發表）/1988：183〕 

濊 而東濊不用說是指前說的狹義說法中的濊。〔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

/1988：183〕 

 

日野開三郎，1948（未發表）/1988，〈肅慎一名挹婁（後肅慎）考〉 

挹婁 1.現在學界的慣例，以肅慎之族名，指稱肅慎族及三國之後的挹婁系種族，

但兩者並不見得有關係。本文主要以挹婁系肅慎為考察對象，又可將之稱為

後肅慎，與古肅慎區別。〔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1988：332〕 

濊 貊 族 系

統 

2.夫余與高句麗、沃沮、東濊都屬於濊貊種，可以說語言相同、風俗•習慣

也多有共通點。濊貊種是以通古斯種為根幹，混蒙古種的血。〔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1988：332〕 

挹婁 後肅慎的人相似於通古斯種，但語言與夫餘、高句麗相異，可以理解後肅慎

與通古斯種不同。〔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1988：333〕 

 

上述提及的論文，是日野開三郎提及滿州民族構成與分類的文章中，

較具重要性與系統性的，其中可將大致將論述的要點製成下表4。 

 

 

 

表4：日野開三郎的滿洲民族系譜

（資料來源：根據《日野開三郎  東洋史學論集 第十五卷東北アジア史研究
（中）─靺鞨‧渤海關連篇─》中的〈七部の前身及び屬種表〉改繪而成。［日
野開三郎 1948/198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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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滿鮮的兩個民族體系 

 

綜合上述三位學者，白鳥庫吉、三上次男、日野開三郎的研究，整理

表 5如下： 

由表 5來看，可以再進

行一些討論，以更清楚的了

解日本學者對滿鮮民族的分

類。從分類的角度來看，白

鳥庫吉、三上次男、日野開

三郎都認為滿鮮民族的系譜

可分為兩個系統，一個系統

是勿吉、挹婁；另一個系統

是濊貊、扶餘、沃沮、高句

麗。 

  

分類系統的差別是，白

鳥庫吉、日野開三郎認為勿

吉、挹婁系統是純通古斯

系，三上次男則認為是古亞

細亞系，白鳥庫吉、日野開

三郎認為濊貊、扶餘、沃沮、

高句麗是濊貊系，三上次男

則認為是通古斯系。 

 

 

表5：日本學者觀點統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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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個分類系統中，也有民族是屬於較有爭論的，如濊貊、靺鞨。但

從上述白鳥庫吉、三上次男、日野開三郎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將

滿鮮民族分為兩個系統，這是無所異議的。但其中將分類與民族學中的烏

拉爾‧阿爾泰語族、古亞細亞族等現代學術下的分類聯結時產生了異同。

另一方面，因對於歷史文獻的不同解讀，對於濊貊、靺鞨兩個民族產生較

大的認知分歧。 

二、新舊中國學界：滿系民族分類與國境內鮮系民族 

（一）滿系民族體系的維護與鮮系民族的區辨 

 

Ch1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生於山東聊城，曾就學於北京大學、倫敦大學

學院、柏林大學。1928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5年代理

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任台灣大學校長。「一生致力於發展科學的歷史學、

語言學、考古學」，又「最具民族主義思想，堅定抵禦日寇侵略」〔歐陽哲生 

2000：1〕。 

 

1932年，為了對抗滿洲國得以成立之核心論述：京都帝大東洋史教

授矢野仁一所提出的「滿蒙藏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葉碧苓 2007：120-121〕

並作為國聯李頓調查團（調查九一八事件）之中方說帖。傅斯年之《東

北史綱》第一卷正式出版。以支持「東北為中國所有，證明東北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東北諸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

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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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以「族稱的聲音相似」作為證據，區分出通古斯系的肅慎和非

通古斯系的沃沮。肅慎不斷轉音成為女真；而非通古斯系的沃沮，被通古

斯系的挹婁所滅，挹婁襲其族名，再發展成勿吉、靺鞨： 

 

 

表6：傅斯年的「兩個系統 變成 一體民族」 

通古斯系 肅慎； 

 肅慎－挹婁－女真、珠申 

 挹婁為通古斯族，但不確定是否為肅慎 

 滿洲為通古斯南支 

非通古斯系 沃沮； 

 挹婁併沃沮後襲其族名，沃沮－勿吉－靺鞨 

 

 

表7：傅斯年的肅慎系族稱演變 

肅慎 
 

挹婁 勿吉 靺鞨 女真 滿洲 

挹婁為肅慎之音

轉但無證據 

挹婁併沃沮，襲

民族名稱勿吉 

靺鞨為勿吉之音轉 X 肅慎之音轉為女

真 

X？？ 

 

 

在濊貊系方面，傅斯年認定其為非通古斯系，並區分了「國家和民

族」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兩組兩對概念，其意恐怕在避開高句麗

會被認為與「高麗＝朝鮮」屬於同一個國家3，避開濊貊系不屬於中國民

族的質疑。 

 

                                                       
3  傅斯年其實並不太在意現代觀點的以語言區分民族。他說：「女真所出之挹婁人與最近中國之

濊貊族夫餘人異語異文而同人形」，之後又補了一句：「語言是語言，種族是種族。」意思是，

雖然挹婁（肅慎系）和夫餘（濊貊系）異語異文，但是並不影響他們是同一個種族。見〔傅斯

年 193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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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傅斯年的濊貊系民族及政權 

 濊/貊 夫餘 沃沮 (高)句麗 

性質 民族 國家 分散的部落 國家 

統治者      － 亡人 非濊種 非濊種 

被統治者      － 濊民 濊民  濊民 

 

傅斯年的企圖在建立起一個中國民族一體的「一體東北民族系統」。

他的系統簡單，而相對來說因為論證簡略薄弱，因此問題較多，亦受到時

人的批評。但這樣的批評被中國民族主義的聲音所壓制。後續研究者往往

僅將傅著《東北史綱》當成中國東北研究的開創作品之一，而少見直接對

其內容加以批評修正者。 

 

傅斯年，1932/2000，《東北史綱》 

肅慎 1.肅慎為諸夏之與國〔傅斯年 1932/2000：384〕 

2.肅慎、挹婁、珠申、女真為一音之轉〔傅斯年 1932/2000：386〕 

3.滿洲源流考為清代官書，清認肅慎為其遠祖，可能誇大〔傅斯年 1932/2000：469〕

4.挹婁是否即古肅慎之國，只好闕疑〔傅斯年 1932/2000：481〕 

挹婁 1.肅慎、挹婁、珠申、女真為一音之轉〔傅斯年 1932/2000：386〕 

2.女真所出之挹婁人與濊貊族夫餘人異語異文而同人形〔傅斯年 1932/2000：384〕

3.挹婁是散漫之部落，非一國家〔傅斯年 1932/2000：469〕 

4.滿洲源流考誤以後來勿吉之範圍逆論挹婁〔傅斯年 1932/2000：469〕 

5.挹婁（獨異於東夷夫餘句驪濊貊），為通古斯人之遠祖〔傅斯年 1932/2000：477〕

6.挹婁（與夫餘）本非一系〔傅斯年 1932/2000：479〕 

7.南北朝（或晉）時挹婁人兼併沃沮而襲其名〔傅斯年 1932/2000：481〕 

8.挹婁是否即古肅慎之國，只好闕疑〔傅斯年 1932/2000：481〕 

9.挹婁諸部擴張疆土轉號勿吉（＝靺鞨）後，通古斯人始以漸雄視於東北〔傅斯年 

1932/2000：483〕 

10.挹婁族必即通古斯族〔傅斯年 1932/2000：484〕  

勿吉 1.滿洲源流考誤以後來勿吉之範圍逆論挹婁〔傅斯年 1932/2000：469〕 

2.沃沮、勿吉、靺鞨為一聲之轉，於是沃沮乃不見於史書〔傅斯年 1932/2000：481〕

3.挹婁諸部擴張疆土轉號勿吉（＝靺鞨）後，通古斯人始以漸雄視於東北〔傅斯年 

1932/2000：483〕 

靺鞨 1.沃沮、勿吉、靺鞨為一聲之轉，於是沃沮乃不見於史書〔傅斯年 1932/2000：481〕

2.挹婁諸部擴張疆土轉號勿吉（＝靺鞨）後，通古斯人始以漸雄視於東北〔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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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2000：483〕 

女真 1.肅慎、挹婁、女真、珠申為一音之轉〔傅斯年 1932/2000：386〕 

2.女真所出之挹婁人與濊貊族夫餘人異語異文而同人形〔傅斯年 1932/2000：386〕

滿洲 滿洲人為通古斯語南支〔傅斯年 1932/2000：484〕 

濊／貊 1.濊貊自高(句)麗滅後失政治獨立，遺民為東北新族之大成分〔傅斯年 

1932/2000：386〕 

2.女真所出之挹婁人與濊貊族夫餘人異語異文而同人形〔傅斯年 1932/2000：386〕

3.濊與濊貊為一事。夫餘句麗沃沮皆濊民，統治者非濊種〔傅斯年 1932/2000：472〕

4.夫餘、句麗、沃沮、濊貊語言大同小異，習俗生活亦然〔傅斯年 1932/2000：473〕

5.貊非通名。中國民族混成後，東部當以貊遺民為一重要本質〔傅斯年 1932/2000：

475〕 

6.濊貊（夫餘、句驪、沃沮、濊貊）非通古斯〔傅斯年 1932/2000：484〕 

夫餘 1.女真所出之挹婁人與濊貊族夫餘人異語異文而同人形〔傅斯年 1932/2000：386〕

2.夫餘、句驪為國家〔傅斯年 1932/2000：469〕 

3.夫餘之下層乃濊民，統治者乃亡人〔傅斯年 1932/2000：470〕 

4.夫餘、句麗、沃沮、濊貊語言大同小異，習俗生活亦然〔傅斯年 1932/2000：473〕

5.挹婁（與夫餘）本非一系〔傅斯年 1932/2000：479〕 

6.濊貊（夫餘、句驪、沃沮、濊貊）非通古斯〔傅斯年 1932/2000：484〕 

沃沮 1.沃沮非如夫餘句驪為國家，乃分散之部落，其民為濊民〔傅斯年 1932/2000：469〕

2.夫餘、句麗、沃沮皆濊民，統治者非濊種〔傅斯年 1932/2000：472〕 

3.夫餘、句麗、沃沮、濊貊語言大同小異，習俗生活亦然〔傅斯年 1932/2000：473〕

4.沃沮即滿洲語之窩集。沃沮為分散之部落，不成一國家〔傅斯年 1932/2000：481〕

5.南北朝（或晉）時挹婁人兼併沃沮而襲其名〔傅斯年 1932/2000：481〕 

6.沃沮、勿吉、靺鞨為一聲之轉，於是沃沮乃不見於史書〔傅斯年 1932/2000：481〕

7.濊貊（夫餘、句驪、沃沮、濊貊）非通古斯〔傅斯年 1932/2000：484〕 

高句麗 1.濊貊自高(句)麗滅後失政治獨立，遺民為東北新族之大成分〔傅斯年 

1932/2000：386〕 

2.句驪不止一部，其一曰高句驪〔傅斯年 1932/2000：469〕 

3.夫餘、句驪為國家〔傅斯年 1932/2000：469〕 

4.夫餘、句麗、沃沮皆濊民，統治者非濊種〔傅斯年 1932/2000：472〕 

5.夫餘、句麗、沃沮、濊貊語言大同小異，習俗生活亦然〔傅斯年 1932/2000：473〕

6.濊貊（夫餘、句驪、沃沮、濊貊）非通古斯〔傅斯年 1932/2000：484〕 

朝鮮 今朝鮮語若出於高句驪，便是濊貊；若出於新羅百濟，則另一事也〔傅斯年 

1932/2000：486〕 

 

Ch2金毓黻 

 

金毓黻（1887-1962），生於遼寧遼陽，1913年入讀北京大學，後曾任

教於東北大學史地系、中央大學歷史系。宋遼金史研究、東北史研究為其

學術重點。1939年，在南遷至四川的東北大學主持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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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編寫《東北通史》，1941年出版。 

 

金毓黻的中國東北史研究，亦受到日本學者如內藤湖南、白鳥庫吉、

稻葉岩吉（稻葉君山）、箭內亘、矢野仁一等人的研究之刺激。〔朱慈恩 2008：

140〕《東北通史》引言中，在政治現實方面提到：「東北之今日，其足以使

吾人觸目驚心者，大非昔日日本學者牽強附會徒作理論探討之比」；在學

術研究方面提到：「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即研究東北史之重心，不在吾

國，而在日本。⋯⋯以牽強附會，別有用意，入主出奴，積非成是」。〔金

毓黻 1941/1971：20-22〕金氏的研究，從中國王朝（宋遼金）的角度來看，必

然是民族史的研究；而更從地域（中國東北）的角度來看，又必然是滿洲

民族史的研究。金毓黻站穩《滿洲源流考》的傳統論述，其貢獻就在維護

傳統體系，並以史料的解釋羅列，建立一全面性的中國東北史，並對以日

本學者為主的體系研究加以駁斥。 

 

表9：金毓黻的肅慎系族稱演變表 

肅慎 
 

挹婁 
 

勿吉 靺鞨 女真 
 

滿洲 

挹婁為肅慎之異

稱 
挹婁併沃沮後襲

地名稱勿吉 
靺鞨為勿吉之音

轉 
X 肅慎之音轉為

女真 
X滿洲為今稱 

 

金毓黻所論的濊貊系民族則相對簡單。他似乎並不認為沃沮一系列諧 

音的民族屬於濊貊系，而直接認定沃沮是地名，居於其間的民族則以地名

為民族名。而本系以夫餘族為代表，建立高句驪國、百濟國，前者滅於唐，

後者居半島，重要性不及肅慎系。 

 

金毓黻，1941/1971，《東北通史》 

肅慎 1.肅慎族中，經數變而為滿洲。〔金毓黻 1941/1971：52〕 

2.肅慎族，為東北最古之民族，與扶餘東胡二族分峙而三，周秦以前稱肅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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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晉稱挹婁，南北朝稱勿吉，隋唐稱靺鞨，遼金元明稱女真，清稱滿洲，

皆此族之異名也。〔金毓黻 1941/1971：55〕 

3.丁謙乃謂肅慎挹婁實為二部⋯⋯失之武斷。肅慎一變而稱挹婁、再變而稱勿

吉、三變而稱靺鞨、四變而為女真、五變而為滿洲。〔金毓黻 1941/1971：

56〕 

4.通古斯一詞為肅慎一族之專稱⋯⋯非東胡之譯音〔金毓黻 1941/1971：61〕

5.東北民族見於史籍最早者，虞舜之世即有肅慎之名〔金毓黻 1941/1971：121〕

6.（肅慎一族）至漢以後或改稱挹婁⋯⋯或仍稱肅慎〔金毓黻 1941/1971：123〕

7.挹婁為肅慎之異稱〔金毓黻 1941/1971：124〕 

8.漢以後，挹婁仍以肅慎之名通於中國〔金毓黻 1941/1971：125〕 

挹婁 1.肅慎族⋯⋯漢魏晉稱挹婁〔金毓黻 1941/1971：55〕 

2.（肅慎挹婁非為二部）〔金毓黻 1941/1971：56〕 

3.（肅慎一族）至漢以後或改稱挹婁⋯⋯或仍稱肅慎〔金毓黻 1941/1971：123〕

4.挹婁為肅慎之異稱〔金毓黻 1941/1971：124〕 

5.漢以後，挹婁仍以肅慎之名通於中國〔金毓黻 1941/1971：125〕 

勿吉 1.肅慎族⋯⋯南北朝稱勿吉〔金毓黻 1941/1971：55〕 

2.勿吉即肅慎挹婁之改稱⋯曰窩集，亦曰沃沮。肅慎挹婁之地在北沃沮，故去

3.舊名（襲地名）而稱勿吉〔金毓黻 1941/1971：259〕 

沃沮 1.勿吉即肅慎挹婁之改稱⋯曰窩集，亦曰沃沮。肅慎挹婁之地在北沃沮，故去

舊名（襲地名）而稱勿吉〔金毓黻 1941/1971：259〕 

2.勿吉之後又稱靺鞨，當亦為沃沮勿吉之音轉〔金毓黻 1941/1971：259〕 

靺鞨 1.肅慎族⋯⋯隋唐稱挹婁〔金毓黻 1941/1971：55〕 

2.勿吉之後又稱靺鞨，當亦為沃沮勿吉之音轉〔金毓黻 1941/1971：259〕 

3.其後靺鞨諸部，以渤海為最強大，立國亦最久〔金毓黻 1941/1971：375〕

渤海 1.唐代以後，靺鞨人所建之國曰渤海〔金毓黻 1941/1971：55〕 

2.其後靺鞨諸部，以渤海為最強大，立國亦最久〔金毓黻 1941/1971：375〕

女真 1.肅慎族⋯⋯遼金元明稱女真⋯⋯所建之國曰金〔金毓黻 1941/1971：55〕 

2.女真之先出於黑水靺鞨〔金毓黻 1941/1971：491〕 

3.女真之名，本由肅慎二字之音轉變而來〔金毓黻 1941/1971：493〕 

4.（唐太宗時女真來朝），女真，即肅慎之異譯，非是時即稱靺鞨為女真〔金

毓黻 1941/1971：496〕 

滿洲 肅慎族⋯⋯清稱滿洲，所建之國曰清，今稱此族曰滿洲〔金毓黻 1941/1971：

55〕 

濊／貊 1.或謂夫餘族與古之貉族有關，貉亦稱濊貊〔金毓黻 1941/1971：57〕 

2.濊貊即貊人之複稱，貊亦作貉⋯⋯後來之夫餘、高句驪，殆皆屬此族〔金毓

黻 1941/1971：126〕 

夫餘 1.扶（原字）餘一族，大半南遷入居朝鮮半島，以構成朝鮮民族〔金毓黻 

1941/1971：52〕 

2.或謂夫餘族與古之貉族有關，貉亦稱濊貊〔金毓黻 1941/1971：57〕 

3.夫餘族⋯後分三系，一系為本部，稱曰夫餘，居於故地⋯後魏太和中為高句

驪所併；一系為高句驪，立國於鴨淥江岸⋯唐高宗時以兵滅之；一系為百濟，

立國於朝鮮半島，以與東北關係尚淺，故不具論〔金毓黻 1941/1971：57〕

4.濊貊即貊人之複稱，貊亦作貉⋯⋯後來之夫餘、高句驪，殆皆屬此族〔金毓

黻 1941/19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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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3年，夫餘王為勿吉所逐，降高句驪，國亡〔金毓黻 1941/1971：255〕 

高句驪 1.（夫餘族三系之一，後魏時併滅本部）〔金毓黻 1941/1971：57〕 

2.濊貊即貊人之複稱，貊亦作貉⋯⋯後來之夫餘、高句驪，殆皆屬此族〔金毓

黻 1941/1971：126〕 

3.高句驪之陷遼東，為吾國東北部華夷勢力消長之最大關鍵〔金毓黻 

1941/1971：227〕 

 

（二）滿系民族體系的修補與鮮系民族的定位 

 

Cn1楊保隆 

 

楊保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主題一

直為滿洲之民族。最早之著述可追自 1963年關於鄂倫春族之研究。1970

年代動向不明，1980 年代後，開始對滿洲地域之古代民族史有一系列之

著述發表。其中，在1989年出版的《肅慎挹婁合考》，大概是目前唯一一

本論述肅慎及挹婁的專書。再加上 2001年出版，與馬大正合著的《古代

中國高句麗歷史叢論》，楊氏所寫的〈民族編〉，可以看出楊保隆對滿洲民

族系統的整體觀點，是傳統論述的堅定支持者。 

 

在肅慎系方面，楊保隆主要以「同族異稱」的說法（雖然有了新名，

但還是可以稱呼舊名），來解釋不同年代史料中民族稱謂混亂的問題。楊

氏堅持以史料說話，他認為無法解釋之處，則以「推測」或「待研究」來

結論。他以史料解釋及地理位置的論證，強烈反對任何「多部制」，堅持

維護肅慎系的一系相承。 

 

表10：楊保隆的肅慎系族稱演變表 

肅慎 
 

挹婁 
 

勿吉 靺鞨 女真 
 

滿洲 

肅慎穴居，滿語

「穴」音葉嚕，即

挹婁 

勿吉非襲名，只能

推測是居地「窩集」

之音轉 

X不明，尚待研究 X 肅慎之音轉為女

真 

X 滿洲為肅慎系、

女真語「首領」之

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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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濊貊系方面，楊保隆認為濊貊系源自中國山東，後北遷至東北。其

後發展出夫餘、高句麗等國家，並形成民族。而渤海則是由肅慎系的粟末

靺鞨改號，混入包括高句麗遺民在內的其他民族而形成，並駁斥高氏高麗

（高句麗，中國邊疆政權）與王氏高麗（高麗，朝鮮半島政權）之間的連

結。因此，不管是高句麗還是渤海，自然都是中國之古民族及古邊疆政權。

楊保隆對此系的看法，站穩中國民族主義論述。 

 

楊保隆 

a. 1989，《肅慎挹婁合考》 

b. 2001，〈民族編〉，收入馬大正、楊保隆，《古代中國高句麗歷史論叢》 

肅慎 1.挹婁即古肅慎―肅慎這一共同體在有挹婁他稱後，仍使用舊稱，且在挹婁改

稱勿吉、靺鞨後，有時還用肅慎稱號〔揚保隆 1989：6-18〕 
2.挹婁不是肅慎的一部〔揚保隆 1989：19〕 

挹婁 1.三國和漢代史書中的挹婁，是肅慎的新稱號〔揚保隆 1989：4〕 
2.挹婁即古肅慎―肅慎這一共同體在有挹婁他稱後，仍使用舊稱，且在挹婁改

稱勿吉、靺鞨後，有時還用肅慎稱號〔揚保隆 1989：6-18〕 
3.南北朝以後，挹婁改稱勿吉，不久又轉稱靺鞨，五代時又號女真，明末以後

形成了滿族〔揚保隆 1989：8〕 
4.挹婁不是肅慎的一部〔揚保隆 1989：19〕 
5.「挹婁」和「勿吉、靺鞨」雖稱號不同，但在民族性格、社會生產、特有產

物、居住狀況和人情風俗等方面皆一致。故「勿吉、靺鞨」是挹婁易號，是

挹婁後裔〔揚保隆 1989：237-238〕 

勿吉 1.在挹婁改稱勿吉、靺鞨後，有時還用肅慎稱號〔揚保隆 1989：6-18〕 
2.南北朝以後，挹婁改稱勿吉，不久又轉稱靺鞨，五代時又號女真，明末以後

形成了滿族〔揚保隆 1989：8〕 
3.「勿吉系窩集之轉音」，其言當是〔揚保隆 1989：234〕 
4.「挹婁」和「勿吉、靺鞨」雖稱號不同，但在民族性格、社會生產、特有產

物、居住狀況和人情風俗等方面皆一致。故「勿吉、靺鞨」是挹婁易號，是

挹婁後裔〔揚保隆 1989：237-238〕 

靺鞨 1.在挹婁改稱勿吉、靺鞨後，有時還用肅慎稱號〔揚保隆 1989：6-18〕 
2.南北朝以後，挹婁改稱勿吉，不久又轉稱靺鞨，五代時又號女真，明末以後

形成了滿族〔揚保隆 1989：8〕 
3.隋唐時為何專用靺鞨為族稱，棄勿吉不同，尚需進一步探討〔揚保隆 1989：

235〕 
4.「挹婁」和「勿吉、靺鞨」雖稱號不同，但在民族性格、社會生產、特有產

物、居住狀況和人情風俗等方面皆一致。故「勿吉、靺鞨」是挹婁易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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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婁後裔〔揚保隆 1989：237-238〕 
5.粟末靺鞨改以渤海為號，故中唐後稱靺鞨者，僅黑水靺鞨〔揚保隆 1989：

239〕 
6.靺鞨族一直未形成統一的族體，故距高句麗較遠的黑水部等，面對高句麗進

逼，在隋唐之際結成黑水靺鞨部落聯盟，下分十六落〔揚保隆 1989：94〕 

渤海 1.粟末靺鞨改以渤海為號，故中唐後稱靺鞨者，僅黑水靺鞨〔揚保隆 1989：
239〕 

2.以粟末靺鞨為中心聯合其他靺鞨部落和他族建立渤海國〔揚保隆 1989：242〕
3.渤海雖以靺鞨人為主體建立，但還有高句麗等族人加入，所以後來的渤海人

應看作一新共同體〔揚保隆 1989：248〕 
4.不少高句麗遺民（在粟末靺鞨人創立渤海國的過程中）轉而依附靺鞨人，並

形成為一個新族體渤海族〔揚保隆 1989：95〕 

女真 1.南北朝以後，挹婁改稱勿吉，不久又轉稱靺鞨，五代時又號女真，明末以後

形成了滿族〔揚保隆 1989：8〕 
2.五代時契丹人稱挹婁後裔黑水靺鞨為女真。遼史中，女真、靺鞨兩稱號交替

使用了很長時期〔揚保隆 1989：16〕 
3.契丹人稱黑水靺鞨為女真，女真於五代時取代靺鞨為族稱。……女真之意，

一般認為是肅慎轉音〔揚保隆 1989：247〕 
4.女真是黑水靺鞨易號，來源於黑水靺鞨（不能說來源於靺鞨）〔揚保隆 1989：

247-248〕 

滿洲 1.南北朝以後，挹婁改稱勿吉，不久又轉稱靺鞨，五代時又號女真，明末以後

形成了滿族〔揚保隆 1989：8〕 
2.肅慎族系在靺鞨時代稱其首領為「大莫佛瞒咄」、建州女真首領有稱「滿住」

者，諧音「滿洲」〔揚保隆 1989：278〕 

濊／貊 1.濊貊在古籍中，常單稱濊或貊（貉）―因此有人認為濊與貊為同一語言、風

俗相同的兩個古族，到了戰國時才形成為一個濊貊族〔揚保隆 2001：31〕 
2.高句麗族的主源，是濊貊族解體後東遷的各支後裔〔揚保隆 2001：31〕 
3.從（商周時之原居地）山東半島遷到東北的各支濊貊人，各自以自己的稱號

活動，即後漢書立傳之夫餘、高句麗、沃沮等〔揚保隆 2001：32〕 
4.高夷人首先使用高句麗稱號〔揚保隆 2001：33〕 
5.夫餘與高句麗有源流關係，或說是同出於古濊貊族〔揚保隆 2001：88〕 

夫餘 1.高句麗國朱蒙等主要統治者是夫餘族出逃的貴族―因居民多為高句麗人，故

建國時以高句麗為國號，以便取得境內大多數人的支持〔揚保隆 2001：20〕
2.從（商周時之原居地）山東半島遷到東北的各支濊貊人，各自以自己的稱號

活動，即後漢書立傳之夫餘、高句麗、沃沮等〔揚保隆 2001：32〕 
3.夫餘人是高句麗族的又一主源，並且是高句麗國建立後高句麗族的主幹部分

〔揚保隆 2001：35〕 
4.夫餘與高句麗有源流關係，或說是同出於古濊貊族〔揚保隆 2001：88〕 
5.（百濟）首領與高句麗或夫餘有一定淵源關係―基本民眾應是韓人〔揚保隆 

2001：100〕 

沃沮 從（商周時之原居地）山東半島遷到東北的各支濊貊人，各自以自己的稱號活

動，即後漢書立傳之夫餘、高句麗、沃沮等〔揚保隆 2001：32〕 

高句麗 1.高句麗既是族稱，也是縣名、國號〔揚保隆 2001：1〕 
2.高句麗國朱蒙等主要統治者是夫餘族出逃的貴族―因居民多為高句麗人，故

建國時以高句麗為國號，以便取得境內大多數人的支持〔揚保隆 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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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句麗族的主源，是濊貊族解體後東遷的各支後裔〔揚保隆 2001：31〕 
4.朱蒙為高句麗國始祖，不是高句麗族始族〔揚保隆 2001：34〕 
5.夫餘人是高句麗族的又一主源，並且是高句麗國建立後高句麗族的主幹部分

〔揚保隆 2001：35〕 
6.高句麗人（國滅後主要）遷居中原各地，或入新羅〔揚保隆 2001：51-58〕
7.夫餘與高句麗有源流關係，或說是同出於古濊貊族〔揚保隆 2001：88〕 
8.（百濟）首領與高句麗或夫餘有一定淵源關係―基本民眾應是韓人〔揚保隆 

2001：100〕 
9.新羅族的形成，無論其統治者還是部眾，都與高句麗無淵源關係〔揚保隆 

2001：103〕 
10.高氏高麗（高句麗）為高句麗族所建，族源為我國的濊貊人；王氏高麗為新

羅族所建…（後來發展成）高麗族。〔揚保隆 2001：122-123〕 
11.王氏高麗非高勾麗之舊……王建及其先人應為新羅國居民，王建的遠祖極可

能為樂浪郡的漢人，王氏高麗是三韓之舊〔揚保隆 2001：129-139〕 

高麗 1.王氏高麗統轄的居民也稱高麗族，與高句麗是性質不同的兩國和兩族的稱號

〔揚保隆 2001：3〕 
2.高氏高麗（高句麗）為高句麗族所建，族源為我國的濊貊人；王氏高麗為新

羅族所建…（後來發展成）高麗族。〔揚保隆 2001：122-123〕 
3.14 世紀末，王氏高麗被李氏朝鮮取代後，朝鮮一詞也隨之取代高麗為族稱〔揚

保隆 2001： 123〕 
4.王氏高麗非高勾麗之舊……王建及其先人應為新羅國居民，王建的遠祖極可

能為樂浪郡的漢人，王氏高麗是三韓之舊〔揚保隆 2001：129-139〕 

百濟 （百濟）首領與高句麗或夫餘有一定淵源關係―基本民眾應是韓人〔揚保隆 
2001：100〕 

朝鮮 1.14 世紀末，王氏高麗被李氏朝鮮取代後，朝鮮一詞也隨之取代高麗為族稱〔揚

保隆 2001：123〕 
2.渤海國被契丹吞併後，居民一部分遷居朝鮮，後成為朝鮮族的成員〔揚保隆 

1989：246〕 

 

Cn2孫進己 

 

孫進己（1931-2014），生於江蘇無錫，遼寧社科院研究員、瀋陽東亞

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焦點主要族在中國東北的民族史研究。他試圖將滿洲

研究放在「東北亞」的大框架之內。1987 年，孫進己出版《東北民族源

流》，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對滿洲利亞民族進行系統性論述的專書。他在1994

年出版《東北民族史研究（一）》，本書書名總題正是「東北亞研究」，更

可以看出孫對滿洲利亞民族的整體系統及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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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進己用嚴格的史達林民族定義來分析古代的滿鮮族系，因此，他的

觀點可以用「有建立政權（國家）的人們共同體才能稱為民族」來理解。

他使用部族、民族、種族等三種概念來區分這些歷史上的人們共同體，從

而由史料、考古中找到證據來作為其建立系統的依據。孫的整個東北民族

體系龐大而完整，在中國的東北研究中，應佔有重要的地位。 

 

和傳統論述不同，孫進己並不以一系相承來看滿鮮民族，孫的觀點基

本上可以視為以語言為區分的「民族集團系統」。首先，肅慎、挹婁、勿

吉、靺鞨、穢／貊，均非民族，而是種族或部族，這造成了孫進己和其他

人在分析上的相異之處。接著，孫將滿鮮民族切為三系：古亞細亞系、肅

慎－女真系、穢貊系。這部《東北民族史研究（一）》正可視為「將傳統

中國民族史研究放在肅慎系和濊貊系中加以查考辨誤」的著作。 

 

孫進己的三系中，古亞細亞系不在中國境內，我們可以跳過。肅慎、

挹婁、勿吉為一個族系（肅慎－女真系）之下的獨立部落。濊／貊則是一

個大的種族系統，為另一族系。孫進己尤其注重靺鞨的論辨，因為唐代靺

鞨前承高句麗、後接渤海，是一個很重要的族屬接點。孫認為，高句麗屬

穢貊，國滅後大部混入中原、突厥、靺鞨；靺鞨各部分屬於濊貊系和肅慎

系，分別發展成後來的渤海和女真。這個論證，很重要的一點在切斷古高

句麗（後來成為靺鞨－渤海）與今朝鮮（韓種的新羅－朝鮮）的關係、再

切斷渤海－統一新羅的南北國關係。透過靺鞨研究，正好將高句麗和渤海

納入中國民族之內，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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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孫進己的民族系統表 

族系 語言 分布 代表部族 
肅慎－女真系 通古斯語族 松花江以東 肅慎、靺鞨、勿吉＝拂湼 
濊貊系 蒙古語族 松花江以西 室韋、契丹、夫餘、高句麗、沃沮 

 

 

表12：孫進己的研究中，靺鞨的關鍵地位 

肅慎系 ��＞ 靺鞨 
[各部] 

肅慎系黑水 女真 ��＞ 滿族 
穢貊系 高句麗 入靺鞨 穢貊系粟末 渤海 入遼 

漢族 入中原  入中原 
入突厥 

 

 

孫進己，1994，《東北亞研究－－東北民族史研究（一）》 

肅慎 1.北齊書中，肅慎、勿吉、靺鞨三名並見，……是三個同時存在的部落〔孫進己 

1994：46-47〕 
2.有人認為渤海的主源粟末靺鞨屬穢貊系，而女真主源黑水靺鞨屬肅慎系，兩者都

稱靺鞨，卻分屬兩個語族〔孫進己 1994：51〕 
3.勿吉屬 肅慎－女真系，語言屬通古斯語族，室韋、契丹、夫餘、高句麗屬 穢貊

系，語言屬蒙古語族〔孫進己 1994：141〕 
4.肅慎、挹婁應為一個族系的兩個部落〔孫進己 1994：386〕 

挹婁 肅慎、挹婁應為一個族系的兩個部落〔孫進己 1994：386〕 
勿吉 1.北齊書中，肅慎、勿吉、靺鞨三名並見，……是三個同時存在的部落〔孫進己 

1994：46-47〕 
2.勿吉屬 肅慎－女真系，語言屬通古斯語族，室韋、契丹、夫餘、高句麗屬 穢貊

系，語言屬蒙古語族〔孫進己 1994：141〕 
3.勿吉逐走夫餘而自立後，名始獨立見於史〔孫進己 1994：407〕 
4.勿吉和靺鞨有相當出入……靺鞨文化要比勿吉文化的範圍廣〔孫進己 1994：411〕

靺鞨 1.北齊書中，肅慎、勿吉、靺鞨三名並見，……是三個同時存在的部落〔孫進己 

1994：46-47〕 
2.靺鞨不是一個民族，是若干族的總稱。就其本義，所指的部落非女真族前身〔孫

進己 1994：46〕 
3.中國是通過靺鞨才聽到女真之名。唐宋史書，靺鞨專指渤海及其先人粟末靺鞨，

女真則為肅慎之音轉。〔孫進己 1994：47〕 
4.靺鞨的本義，都是指的穢貊，以後才用來作為包括肅慎系的泛稱。〔孫進己 1994：

47〕 
5.隋唐時的靺鞨是一個多族多部的泛稱〔孫進己 1994：48〕 
6.靺鞨本不是肅慎系，……粟末靺鞨與夫餘同屬穢貊系〔孫進己 1994：49〕 
7.有人認為渤海的主源粟末靺鞨屬穢胉系，而女真主源黑水靺鞨屬肅慎系，兩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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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靺鞨，卻分屬兩個語族〔孫進己 1994：51〕 
8.隋唐穢貊諸部被稱靺鞨〔孫進己 1994：167〕 
9.靺鞨是一個種族共同體，而不是民族共同體〔孫進己 1994：296〕 
10.唐代將靺鞨之稱泛稱許多民族……不僅有肅慎系，還有穢貊系的〔孫進己 

1994：408〕 
11.勿吉和靺鞨有相當出入……靺鞨文化要比勿吉文化的範圍廣〔孫進己 1994：411〕

12.靺鞨一詞可能是貊貉的音轉，隋唐時用來通指穢貊肅慎兩系的各部〔孫進己 

1994：531〕 
女真 1.靺鞨不是一個民族，是若干族的總稱。就其本義，所指的部落非女真族前身〔孫

進己 1994：46〕 
2.中國是通過靺鞨才聽到女真之名。唐宋史書，靺鞨專指渤海及其先人粟末靺鞨，

女真則為肅慎之音轉。〔孫進己 1994：47〕 
3.女真是滿族的先人〔孫進己 1994：49〕 
4.有人認為渤海的主源粟末靺鞨屬穢胉系，而女真主源黑水靺鞨屬肅慎系，兩者都

稱靺鞨，卻分屬兩個語族〔孫進己 1994：51〕 
5.渤海主源粟末靺鞨屬穢貊系，女真主源黑水靺鞨，屬肅慎系，是兩不同語族〔孫

進己 1994：51〕 
6.勿吉屬 肅慎－女真系，語言屬通古斯語族，室韋、契丹、夫餘、高句麗屬 穢貊

系，語言屬蒙古語族〔孫進己 1994：141〕 
7.女真族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民族，王氏高麗是朝鮮史上建立的一個國家��地域

相連〔孫進己 1994：462〕 
8.渤海和女真是有密切關係，但既不同源，又不同流。渤海源於穢貊系的粟末靺鞨，

以後大都加入漢族；女真族源於肅慎系的黑水靺鞨，最後主流形成了滿族〔孫進

己 1994：530〕 
滿洲 女真族源於肅慎系的黑水靺鞨，最後主流形成了滿族〔孫進己 1994：530〕 
濊/貊 1.有人認為渤海的主源粟末靺鞨屬穢貊系，而女真主源黑水靺鞨屬肅慎系，兩者都

稱靺鞨，卻分屬兩個語族〔孫進己 1994：51〕 
2.漢代，從穢貊人中陸續分化形成夫餘、高句麗、沃沮等族〔孫進己 1994：133〕

3.有些學者誤把穢貊系各族看作朝鮮民族，而置於我國東北史之外〔孫進己 1994：

134〕 
4.穢貊史是一部族系史，它包括許多個民族的歷史……穢和貊在開始出現於史籍

時，就是兩個族系…東南遷後融合，合稱穢貊…又分別形成了夫餘、高句麗、沃

沮等族……；進一步完成穢貊系各民族融合是在渤海國和新羅國時〔孫進己 

1994：134〕 
5.穢貊始終未形成一個統一民族，它一直由許多民族組成，穢貊是這些民族的統稱

〔孫進己 1994：138〕 
6.勿吉屬 肅慎－女真系，語言屬通古斯語族，室韋、契丹、夫餘、高句麗屬 穢貊

系，語言屬蒙古語族〔孫進己 1994：141〕 
7.隋唐時已少見穢貊之名……拂湼以東之靺鞨諸部為肅慎系，拂湼以西的靺鞨部

落屬穢貊系。隋唐穢貊諸部被稱靺鞨〔孫進己 1994：167〕 
8.穢貊族建立的夫餘、高句麗、渤海政權是長期附屬我國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權〔孫

進己 1994：168〕 
夫餘 1.穢貊史是一部族系史，它包括許多個民族的歷史……穢和貊在開始出現於史籍

時，就是兩個族系…東南遷後融合，合稱穢貊…又分別形成了夫餘、高句麗、沃

沮等族……；進一步完成穢貊系各民族融合是在渤海國和新羅國時〔孫進己 



216                            第 36 期 2015 年 10 月 

1994：134〕 
2.勿吉屬 肅慎－女真系，語言屬通古斯語族，室韋、契丹、夫餘、高句麗屬 穢貊

系，語言屬蒙古語族〔孫進己 1994：141〕 
3.最早從穢貊系中形成的民族是夫餘族。西漢初，夫餘之稱已和穢貊並見〔孫進己 

1994：166〕 
4.穢貊族建立的夫餘、高句麗、渤海，是長期附屬我國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權〔孫進

己 1994：168〕 
5.夫餘族和高句麗族關係密切…兩者同屬穢貊種〔孫進己 1994：238〕 

沃沮 1.從穢貊人中分化形成〔孫進己 1994：133〕 
2.穢貊史是一部族系史，它包括許多個民族的歷史……穢和貊在開始出現於史籍

時，就是兩個族系…東南遷後融合，合稱穢貊…又分別形成了夫餘、高句麗、沃

沮等族……；進一步完成穢貊系各民族融合是在渤海國和新羅國時〔孫進己 

1994：134〕 
3.沃沮也是穢貊的一部〔孫進己 1994：167〕 

高句麗 1.高句麗不等於王氏高麗。高句麗的主要領土仍在我國境內〔孫進己 1994：133〕

2.穢貊史是一部族系史，它包括許多個民族的歷史……穢和貊在開始出現於史籍

時，就是兩個族系…東南遷後融合，合稱穢貊…又分別形成了夫餘、高句麗、沃

沮等族……；進一步完成穢貊系各民族融合是在渤海國和新羅國時〔孫進己 

1994：134〕 
3.勿吉屬 肅慎－女真系，語言屬通古斯語族，室韋、契丹、夫餘、高句麗屬 穢貊

系，語言屬蒙古語族〔孫進己 1994：141〕 
4.穢貊系到東漢時，已漸組成夫餘與高句麗兩個較大的民族〔孫進己 1994：167〕

5.今天的朝鮮族是以新羅族為主體形成的，高句麗族和新羅族在種族、語言上是根

本不同的兩個族……高句麗起源於穢貊種，新羅起源於韓種�語言不同〔孫進己 

1994：226〕 
6.夫餘族和高句麗族關係密切…兩者同屬穢貊種〔孫進己 1994：238〕 
7.高句麗是北方中國大陸來到朝鮮半島的入侵民族〔孫進己 1994：240〕 
8.一些穢貊部落融合成高句麗民族〔孫進己 1994：253〕 
9.高句驪人的後裔主要在我國各族中，並不是今朝鮮族，今朝鮮族的先人主要來源

於古代三韓－新羅〔孫進己 1994：290〕 
渤海 1.有人認為渤海的主源粟末靺鞨屬穢胉系，而女真主源黑水靺鞨屬肅慎系，兩者都

稱靺鞨，卻分屬兩個語族〔孫進己 1994：51〕 
2.穢貊族建立的夫餘、高句麗、渤海政權是長期附屬我國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權〔孫

進己 1994：168〕 
3.兼有各部，融合成民族：渤海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孫進己 1994：298〕 
4.渤海民族的形成分成三階段：粟末靺鞨民族形成、渤海靺鞨民族形成、渤海民族

形成〔孫進己 1994：299〕 
5.渤海是多民族國家〔孫進己 1994：328〕 
6.渤海和女真是有密切關係，但既不同源，又不同流。渤海源於穢貊系的粟末靺鞨，

以後大都加入漢族；女真族源於肅慎系的黑水靺鞨，最後主流形成了滿族〔孫進

己 1994：530〕 
高麗 女真族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民族，王氏高麗是朝鮮史上建立的一個國家〔孫進己 

1994：462〕 
朝鮮 1.穢貊人後代有一部分加入今天朝鮮族〔孫進己 1994：134〕 

2.朝鮮語不等於穢貊語，它以新羅語為主體，不等於高句麗語〔孫進己 199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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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今朝鮮族是以新羅族為主體形成的，高句麗族和新羅族在種族、語言上是根本不同的

兩族。新羅源於韓種，今朝鮮語是以新羅語為主體發展起來的〔孫進己 1994：226〕

4.高句驪人的後裔主要在我國各族中，並不是今朝鮮族，今朝鮮族的先人主要來源

於古代三韓－新羅〔孫進己 1994：290〕 

 

Cn3王文光 

 

王文光（1955-），中國西南民族學研究會副會長，雲南大學教授。研

究領域為中國西南民族，1997年出版《中國古代的民族識別》，以其西南

民族研究為基礎，將研究領域擴展到「中國民族」及其發展。本書「古代

的民族識別」，意指「過去的人，能區別出和自身不同的民族群體」，並不

是史達林意義下的「民族」識別。王文光這一由西南到東北的跳躍，很顯

然在試圖建立有關「中國民族發展」的體系和理論。 

 

本書雖以「民族識別」為名，然而其意所指本為中國古代對「非我族

類」的區分，大致上並未涉及（如孫進己）對「民族」定義的爭論。但王

文光有關肅慎系民族的概念，從其引註中看來，很顯然是承自孫進己的看

法：整個肅慎系統，從肅慎到女真，並非一脈相承，而是整個肅慎民族系

統中相繼而起的不同部落。在濊貊系方面，亦強調其與漢族系的關係，由

高句麗把濊貊系和渤海串起，再透過渤海把濊貊系和肅慎系（高句麗和中

國）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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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王文光的民族系統圖 

 

王文光，1997，《中國古代的民族識別》 

肅慎 1.肅慎系統各部各有己稱，但中原史家將其中較強大者作為整個系統的稱呼，而統稱

為肅慎〔王文光 1997：12〕 
2.肅慎、挹婁、勿吉並非傳統認為的是一脈發展，而是同一系統中的不同部分〔王文

光 1997：12〕 
3.挹婁與肅慎為近親民族群體中的兩個部分，並非由肅慎發展為挹婁〔王文光 1997：13〕

4.民俗文化特徵上，肅慎與通常認為由挹婁發展成的勿吉也有不同之處〔王文光 1997：13〕

5.南北朝勿吉強盛之時，肅慎、挹婁也仍然存在，這個系統的各部分一直沒有發展為

一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王文光 1997：24〕 
挹婁 1.肅慎、挹婁、勿吉並非傳統認為的是一脈發展，而是同一系統中的不同部分〔王文

光 1997：12〕 
2.漢代挹婁與夫餘相爭，中原人從夫餘處知道了挹婁，又以挹婁為各部統稱〔王文光 

1997：12〕 
3.挹婁與肅慎為近親民族群體中的兩個部分，並非由肅慎發展為挹婁〔王文光 1997：13〕

4.在民俗文化特徵上，肅慎與通常認為由挹婁發展成的勿吉也有不同之處〔王文光 

1997：13〕 
5.南北朝勿吉強盛之時，肅慎、挹婁也仍然存在，這個系統的各部分一直沒有發展為

一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王文光 1997：24〕 
勿吉 1.肅慎、挹婁、勿吉並非傳統認為的是一脈發展，而是同一系統中的不同部分〔王文

光 1997：12〕 
2.民俗文化特徵上，肅慎與通常認為由挹婁發展成的勿吉也有不同之處〔王文光 1997：13〕

3.魏晉南北朝時，肅慎系統的民族群體以勿吉最為強大〔王文光 1997：23〕 
4.南北朝勿吉強盛之時，肅慎、挹婁也仍然存在，這個系統的各部分一直沒有發展為

一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王文光 19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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靺鞨 1.隋時，靺鞨（取代勿吉）成了肅慎系統民族群體中最強大者〔王文光 1997：35〕 
2.725年，唐設黑水都督，此後靺鞨專指黑水靺鞨〔王文光 1997：36〕 
3.靺鞨、女真在史籍中同時出現，故非由靺鞨發展為女真〔王文光 1997：48〕 
4.女真、靺鞨為同一近親民族群體中的兩個部分〔王文光 1997：49〕 
5.（經過唐末五代，靺鞨）一部分分化組合為渤海人，也有部分進入有近親關係的女

真人，還有部分靺鞨依然存在〔王文光 1997：50〕 
女真 1.靺鞨、女真在史籍中同時出現，故非由靺鞨發展為女真〔王文光 1997：48〕 

2.女真、靺鞨為同一近親民族群體中的兩個部分〔王文光 1997：49〕 
3.（經過唐末五代，靺鞨）一部分分化組合為渤海人，也有部分進入有近親關係的女

真人，還有部分靺鞨依然存在〔王文光 1997：50〕 
滿洲 皇太極繼位（1626）後，廢女真舊名，定族名為滿洲。今天的滿族正式形成〔王文光 1997：65〕 
濊/貊 1.兩個存在近親關係的民族群體穢和貊。……貊又稱為貉……穢是以農業為主的民族

群體……統稱為穢貊〔王文光 1997：11-12〕 
2.（穢貊系統諸部）在風俗、語言、服飾、農業生產等方面有…一致性，故歷來對他

們的族屬問題看法較一致〔王文光 1997：13〕 
3.穢，與高句驪等為近親民族群體〔王文光 1997：19〕 
4.貊，和穢相比與高句驪更近〔王文光 1997：20〕 
5.儘管夫餘屬穢貊系統，但有自己本部的起源傳說。貴族部分為北方民族，民俗文化

方面與高句驪、穢貊等稍異〔王文光 1997：20〕 
夫餘 1.高句驪為夫餘別種〔王文光 1997：19〕 

2.儘管夫餘屬穢貊系統，但有自己本部的起源傳說。貴族部分為北方民族，民俗文化

方面與高句驪、穢貊等稍異〔王文光 1997：20〕 
3.夫餘（滅後）的流向…最後都歸入漢族，只有少量夫餘人經過高句麗�加入今朝鮮

族中〔王文光 1997：32〕 
沃沮 1.沃沮在穢貊系中與高句驪較為密切，語言、居住形式、服飾都與高句驪相同〔王文

光 1997：22〕 
2.沃沮，日後大部加入漢族〔王文光 1997：34〕 

高句

驪/麗 
1.高句驪為夫餘別種〔王文光 1997：19〕 
2.儘管夫餘屬穢貊系統，但有自己本部的起源傳說。貴族部分為北方民族，民俗文化

方面與高句驪、穢貊等稍異〔王文光 1997：20〕 
3.高句驪的政治經濟比同系統的民族較有不同〔王文光 1997：21〕 
4.由穢貊系統中的不同部分組成〔王文光 1997：21〕 
5.漢末，高句麗人已經獨立建國〔王文光 1997：32〕 
6.高句麗可能征服許多民族，應把高句麗民族和高句麗王國的人民兩概念區分〔王文

光 1997：33〕 
7.高句麗國滅後，除了在新羅的部分，其餘都成了渤海人〔王文光 1997：40〕 

渤海 1.渤海建國後，除黑水靺鞨外，其餘靺鞨各部與一些高（句）麗人、漢人混為渤海人

〔王文光 1997：36〕 
2.渤海多源，但以靺鞨為主流，…另一組成部分是高（句）麗人〔王文光 1997：39〕

3.高（句）麗國滅後，除了在新羅的部分，其餘都成了渤海人〔王文光 1997：40〕 
4.（經過唐末五代，靺鞨）一部分分化組合為渤海人，也有部分進入有近親關係的女

真人，還有部分靺鞨依然存在〔王文光 1997：50〕 
5.明代以後，渤海人完全融入中國北方的漢族中，……還有許多融入高麗。……渤海

人只有一部分加入今朝鮮族，主流仍是融入漢族。〔王文光 19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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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鮮韓國學界：鮮系民族的體系化與國境外鮮系民族 

 

（一）北朝鮮的官方觀點 

 

Kn1李趾麟 

 

李趾麟，朝鮮學者。留學中國，1962 年在北京大學獲歷史系博士學

位。博士論文題目為《試論長城以北古代屬於朝鮮領土》，同時編著了《古

朝鲜研究》，受到極大爭議。回國後即被任命為金日成大學歷史系主任。

1975年到 1982年，主導編纂了33卷本的《朝鮮全史》，該叢書成為朝鮮

主體史學敘述的集大成。 

 

由於無法獲得《古朝鲜研究》一

書，故李趾麟的觀點，將從介紹其觀

點的他人著作〈以朝鮮古代史早期階

段為中心談朝鮮通史的認識體系〉〔苗 

威 2009〕、〈朝鮮에서의古朝鮮研究〉〔李

基東 1988〕中進行考察。 

圖Kn1：李趾麟觀點歸納圖 

李趾麟認為，古朝鮮形成以前，當地的原住民族為「鳥夷」。「鳥夷」

是居住在黃海沿岸、渤海灣、朝鮮半島的古代「民族」（原文作「（種族）」。

其先祖創造了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約 BC2000 年，濊貊族南下，與

鳥夷融合，成為鮮系民族住民。朝鮮學者所謂「濊貊」，是「濊」與「貊」

兩族的連稱。而濊、貊、韓是形成鮮系民族的三個民族。這三個民族族屬

一樣、語言一樣、風俗一樣。而古朝鮮與辰國由濊族建立，扶餘與高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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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身槀離國由貊族建立，三韓則由韓族建立。〔李基東1988：105〕 

 

與多數學者不同的是，李趾麟認為肅慎也是鮮系民族之一，是濊貊族與

鳥夷融合的一支。肅慎的發音與朝鮮一致，肅慎是朝鮮古代的稱呼。〔李基東

1988：105〕與肅慎同系的民族，如挹婁等也都歸到古朝鮮族。〔苗威2009：165〕 

 

苗威，2009，《以朝鮮古代史早期階段為中心談朝鮮通史的認識體系》 

李基東，1988，《朝鮮에서의 古朝鮮 研究》 

 

Kn2《朝鮮全史》 

 

《朝鮮全史》是由朝鮮民族主義人民

共和國社會科學院自 1979年到 1983年間

陸續出版的一套通史叢書。該叢書共 33

卷，分為原始篇、古代篇、中世篇、近代

篇、現代篇等。該書由朝鮮學者李趾麟主

導編纂，樹立了具有朝鮮特色的「主體史

學觀」，成為朝鮮官方史觀。 

圖Kn2：《朝鮮全史》觀點歸納圖 

肅慎系 1.朝鮮民族之一，是濊貊族與鳥夷融合的一支。肅慎的發音與朝鮮一致，肅慎是

朝鮮古代的稱呼。〔苗威 2009：165〕 
2.與肅慎同系的民族，如挹婁等也都歸到古朝鮮族。〔苗威 2009：165〕 

濊/貊/韓 濊、貊、韓是形成於古朝鮮的三個種族。這三個種族族屬一樣、語言一樣、風俗

一樣。〔李基東 1988：105〕 
古朝鮮 由濊族建立。〔李基東 1988：105〕 
三韓 由韓族建立。〔李基東 1988：105〕 
夫餘/高句麗/
沃沮 

由貊族建立。〔李基東 198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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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認為，朝鮮人是一脈相承的單一集團，自古就發源於朝鮮疆土，

並對韓國出版的《韓國文化史大系》〔1964：354-356〕中認為「朝鮮人的祖先

是阿爾泰族系列的一族、是古亞細亞族與南方民族的混合，說朝鮮人古代

有中國民族和日本民族的混血」的說法進行了嚴厲批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

所 1979-1：63-64〕 

 

本書將朝鮮人的先祖分為「濊族」、「貊族」、「三韓族」三種古代種族

類型。朝鮮人在語言、風俗、文化、精神氣質都具有共通性，且體質類型

單一，故斷定其為單一民族。〔1979-1：308〕。朝鮮人不同於漢、通古斯、古

亞細亞、蒙古、日本等鄰近民族，是自成一系的民族。〔1979-1：332〕 

 

鮮系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是濊族。古朝鮮就是由濊族建立起來的。而

後，貊族的一支建立扶餘國，稱扶餘族。扶餘族的一支建立高句麗國，稱

高句麗族。扶餘族的另一支建立百濟國，百濟國的扶餘族直接與三韓族融

合。貊族的再另一支沃沮族，建立沃沮國。沃沮族的文化特征與扶餘族和

高句麗族相似。〔1979-1：347〕 

 

三韓族中，最先發展的是馬韓族，位於朝鮮半島西南部，建立辰國。

辰韓與弁韓位在朝鮮半島東南部與南部。三者構成三韓族。〔1979-1：347〕 

 

關於肅慎一系，本書首先介紹到肅慎即息慎。不同時期，又被稱為挹

婁、勿吉、靺鞨等不同名字。該系民族是與高句麗往來密切的不同種族。

〔1979-3：145〕但矛盾的是，在本叢書第一卷中，卻秉持「挹婁族也是朝鮮

人的一個種族」的觀點。其根據是因為史書中記載說：「挹婁族的相貌與

扶餘族相似。」〔1979-1：347〕後者觀點與李趾麟相似，推測該叢書不同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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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作者執筆的。 

 

關於渤海，本書認可渤海的住民是由高句麗人和靺鞨人共同構成，且

靺鞨族占多數。但統治階層均為高句麗人，且後來都被統一的高麗王朝收

編。〔1979-5：23、40〕 

 

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79，《朝鮮全史》 

 

Kn3《朝鮮斷代史》 

 

《朝鮮斷代史》是由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自 2005年

到 2011年間陸續出版的一套斷代史叢書。該叢書共 38卷，分為古朝鮮史、 

肅慎系 1.肅慎即息慎，是東北亞的古老種族。不同時期，又被稱為挹婁、勿吉、靺鞨

等不同名字。該系民族是與高句麗往來密切的不同種族。〔社會科學院歷史

研究所 1979-3：145〕 

2.挹婁族也是朝鮮人的一個種族，挹婁族的相貌與扶餘族相似。〔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 1979-1：347〕 
濊/貊/韓 朝鮮人的先祖分為「濊族」、「貊族」、「三韓族」三種古代種族類型。朝鮮人在

語言、風俗、文化、精神氣質都具有共通性，且體質類型單一，故斷定其為單

一民族。朝鮮人的古代種族中，最古老的種族是濊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

所 1979-1：308〕 
古朝鮮 古朝鮮就是由濊族建立起來的。〔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79-1：347〕 
三韓 三韓族中，最先發展的是馬韓族。馬韓族位於朝鮮半島西南，建立了辰國。辰

韓與弁韓位在朝鮮半島東南與南部，同屬三韓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79-1：347〕 
夫餘/ 
高句麗 /
沃沮 

貊族的一支建立了名為扶餘的國家。建立扶餘的這支貊族被稱為「扶餘族」。

扶餘族與沃沮族、高句麗族關係密切，高句麗族是建立了高句麗（國家）的扶

餘族的一支。扶餘族的另一支建立了百濟，作為百濟住民的一部分，與三韓族

直接融合。沃沮族作為貊族的一支，在朝鮮東北邊疆建立了沃沮（國家）。沃

沮族帶有扶餘族或高句麗族的文化特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79-1：

347〕 
渤海 渤海的住民是由高句麗人和靺鞨人共同構成，且靺鞨族占多數。但統治階層均

為高句麗人，且後來都被統一的高麗王朝收編。〔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79-5：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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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國史、扶餘史、句麗史、高句麗史（5卷）、百濟史（2卷）、新羅史（3

卷）、伽倻史、渤海史（3卷）、高麗史（5卷）、朝鮮封建王朝史（13卷）、 

年表（2卷）等。該書作為金日成誕

辰一百週年紀念獻禮，展現了朝鮮最

新的官方史觀。                       

 

關於鮮系民族的族屬問題，多集

中於古朝鮮史（2010）、高句麗史 1

（2006）與渤海史1（2010）三卷，    圖Kn3：《朝鮮斷代史》觀點歸納圖 

本文將以此作為考察。 

 

《朝鮮斷代史》提出，鮮系民族自古自成一體，是不同於其他族源、

具有自我獨特血統與文化特徵的「朝鮮古代類型人（조선옛류형사람）」。

該書不區分濊、貊與濊貊之間的差別，認為濊、貊、韓、古朝鮮、扶餘、

句驪、辰國-三韓、高句麗、百濟、新羅、伽倻都是朝鮮古代類型人的後

裔，屬同一民族，只因地域差別而產生名稱差異。 

 

該書認為，渤海國裡的高句麗人佔據對對多數，靺鞨族只是很少一部

分而已。而對於滿系民族，雖較少提及，但從脈絡中可以看出本書鮮系民

族是與靺鞨、挹婁、女真等滿系民族截然不同的民族。 

 

림호성 김혁철、 ，2010，《朝鮮斷代史：渤海史1》 

손영종，2006，《朝鮮斷代史：高句麗史1》 

전대준 최인철、 ，2010，《朝鮮斷代史：古朝鮮史》 

肅慎系 1.靺鞨族（即女真族）在渤海滅亡後獨自建立金國。 림호성 김혁철〔 、  201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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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韓國的各家齊鳴 

 

Ks1李丙燾 

 

李丙燾（1896~1989），生於京畿道龍仁郡。韓國著名史學家。畢業於

日本早稻田大學，後在朝鮮京城帝國大學（今首爾大學）獲人文科學碩士

及博士。曾任國立漢城大學教授、文化部長、學術院會長、民族文化推進

會理事長、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國事編撰委員等職。曾創立震

檀學會，並認理事長。李丙燾的觀點主要採自《韓國史大觀》（1967）、《韓 

2.除挹婁族外，扶餘、高句麗、古朝鮮各地住民皆為血脈與文化相同的民族。손영종〔  

2006：99〕 

濊/貊/韓 1.朝鮮古代住民是「朝鮮古代類型人（조선옛류형사람）」，這是一種不同於其他

種族的獨立種族，是具有獨特文化與血統一脈相承的種族。 전대준 최인철〔 、  

2010：59-60〕 

2.古文獻中所謂夫婁、不、發、박、밝、濊、貊或濊貊、韓等，都是對不同地域

同一種族的稱呼。 전대준 최인철〔 、  2010：61〕 

3.古朝鮮各族稱意味相通：濊通새것（新）、貊通밝음（明）、韓通하다（크다，

大），三者皆有光明之意。夫婁、不、發、박等古朝鮮話也具有光明之意。전대준〔 、

최인철 2010：63〕 

古朝鮮 1.檀君誕生以前的 BC 40 世紀後半，朝鮮半島與東北亞的廣袤地域上生活著朝鮮

古代類型人的各種族（部族） 전대준 최인철〔 、  2010：6〕 

2.古朝鮮分為前朝鮮（檀君朝鮮）與後朝鮮（滿朝鮮），箕子朝鮮是捏造的，衛滿

是古朝鮮人。 전대준 최인철〔 、  2010：6-8〕 

三韓 1.前朝鮮內有諸多屬國，包括扶餘、高句麗，以及東南部朝鮮的諸屬國（小國）。

전대준 최인철〔 、  2010：61〕 

2.古朝鮮、扶餘、句驪、辰國的住民是具有共同文化類型的相同民族。 손영종〔  

2006：100〕 

3.南方同族的辰國-三韓、百濟、新羅、伽倻人民也進行著同樣的抗敵戰爭。손영종〔  

2006：102〕 

夫餘/ 

高句麗/

沃沮 

1.扶餘、句驪與濊、貊或濊貊是同一族。 전대준 최인철〔 、  2010：62〕 

2.所謂高句麗人、扶餘人、沃沮人、濊（濊貊）人之類的稱呼，不過是對相同民

族在不同地域的稱呼而已。 손영종〔  2006：99〕 

渤海 1.扶餘系統高句麗人大祚榮建立渤海，繼承了高句麗。 림호성 김혁철〔 、  2010：

123〕 

2.渤海的統治階層都是高句麗系的渤海人。 림호성 김혁철〔 、  2010：12〕 

3.相較於靺鞨人，高句麗系統的渤海人占壓倒性多數。 림호성 김혁철〔 、  201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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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古代史研究》（1976）。 

 

李丙燾認為，鮮系民族的先祖為濊貊族。與滿洲、蒙古、突厥同源，

並屬阿爾泰系民族。語言上，也屬於烏拉-阿爾泰語系。 

 

「濊貊」是一個詞，或略稱「貊」，

或略稱「濊」。因為該名詞不僅作民族

名，也作國名，故後來逐漸狹義化，而

起初則是韓國先民的總稱。「濊貊」一

詞，是Kaima或Koma之音，又作「蓋

馬」，譯為「熊」。而熊是韓國人神聖的

圖騰，檀君神話中又有「熊女」的角色。

從而可以看出，「檀君」、「熊」、「濊貊」三者之間的關聯。〔李丙燾 1967：9-10〕 

 

李丙燾將濊貊族分為兩系：「朝鮮、真蕃、辰（三韓）」為一系，並稱

為「西海沿岸及南海沿岸系統」（下表以「朝韓支」略稱）；「扶餘、高句

麗、沃沮、東濊」為一系，並稱為「背後地區系統」。兩系屬於廣義的濊

貊族，而後者又可稱為扶餘系（下表以「扶餘支」略稱）。〔李丙燾 1967：38〕 

 

關於古朝鮮，作者認為箕子並非漢人，而是土著朝鮮人。箕子姓韓，

因此箕子朝鮮應被稱為「韓氏朝鮮」。衛滿雖為燕人，但應該是燕領內的

土著朝鮮人後代。〔李丙燾 1967：24-26〕 

 

關於三韓，李丙燾分析稱，馬韓源自蓋馬，蓋馬即是蓋國，蓋國亦是

辰國。馬韓處朝鮮半島南方的核心地位。辰韓亦源自辰國，意為在辰國一

隅的韓，位處三韓邊緣。三韓之「韓」，是在箕子準王南下之前未曾有過 

圖Ks1：李丙燾觀點歸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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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稱呼。作者意在推斷三韓實為箕子朝鮮南下之後裔。〔李丙燾 1967：43-45〕 

 

渤海是由古肅慎族的後裔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與古濊貊族之一派的

高句麗遺眾結合而成。高句麗人是統治階層。〔李丙燾 1967：119〕渤海之後，

其靺鞨部分發展成為女真。〔李丙燾 1967：199〕 

 

李丙燾, 1967，《韓國史大觀》 

 

Ks2金廷鶴 

 

金廷鶴（1911~2006），生於咸鏡南道文川郡。畢業於京城帝國大學（今

首爾大學）及美國哈佛大學考古學。曾任釜山大學教授。金廷鶴的觀點主 

肅慎系 1.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係古肅慎族的後裔。〔李丙燾 1967：119〕 
2.渤海之後，其靺鞨部分發展成為女真。〔李丙燾 1967：199〕 

濊/貊/韓 1.韓國民族的先祖為濊貊族。與滿洲、蒙古、突厥同源，並屬阿爾泰系民族。語

言上，也屬於烏拉-阿爾泰語系。〔李丙燾 1967：11〕 
2.「濊貊」是一個詞，或略稱「貊」，或略稱「濊」。因為該名詞不僅作種族名，

也作國名，故後來逐漸狹義化，而起初則是韓國先民的總稱。「濊貊」一詞，是

Kaima 或 Koma 之音，又作「蓋馬」，譯為「熊」。而熊是韓國人神聖的圖騰，

檀君神話中又有「熊女」的角色。從而可以看出，「檀君」、「熊」、「濊貊」三者

之間的關聯。〔李丙燾 1967：9-10〕 
3.濊貊族分兩系。〔李丙燾 1967：38〕 

古朝鮮 1.箕子並非漢人，而是土著朝鮮人。箕子姓韓，因此箕子朝鮮應被稱為「韓

氏朝鮮」。衛滿雖為燕人，但應該是燕領內的土著朝鮮人後代。〔李丙燾 

1967：24-26〕 
2.濊貊族兩系中的一系是「朝鮮、真蕃、辰（三韓）」，並稱為「西海沿岸及南海

沿岸系統」。〔李丙燾 1967：38〕 
三韓 馬韓源自蓋馬，蓋馬即是蓋國，蓋國亦是辰國。馬韓處韓半島南方的核心地位。

辰韓亦源自辰國，意為在辰國一隅的韓，位處三韓邊緣。三韓之「韓」，是在箕子

準王南下之前未曾有過的稱呼。〔李丙燾 1967：43-45〕 
夫餘/ 
高句麗/ 
沃沮 

濊貊族兩系中的一系是「扶餘、高句麗、沃沮、東濊」，並稱為「背後地區系統」。

〔李丙燾 1967：38〕 

渤海 渤海是由古肅慎族的後裔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與古濊貊族之一派的高句麗遺眾結

合而成。高句麗人是統治階層。〔李丙燾 1967：119〕 



228                            第 36 期 2015 年 10 月 

 

要採自《韓國民族形成史》（1970）。 

 

金廷鶴認為，鮮系民族雖與通古斯

族相近，但並非屬於通古斯族。鮮系民

族應該與突厥、蒙古、通古斯並列，成

為阿爾泰民族之下一個獨立的民族單

位。〔金廷鶴 1970：355〕對於古朝鮮，雖未

明確指出其民族屬性。但通過考古學的

角度，暗示古朝鮮時期的文化特性屬於

中國民族系統的東夷族。〔金廷鶴 1970：410〕 

 

金廷鶴認為濊、貊是同一種族，有時可將兩者連稱為「濊貊」。濊貊

族形成的國家有扶餘、高句麗、百濟等。且百濟和高句麗出自扶餘。「濊

貊」與「徐伐」發音相似，所以新羅也是濊貊族。〔金廷鶴 1970：426-427〕 

 

馬韓的土著民或可能是北方南遷的移民，或可能再混有南方北上海洋

民族的文化。《三國史記》記載新羅是朝鮮遺民，這有可能是鮮系民族在漢

設四郡之時，迫於漢民族的東侵而大規模南下，其中一部分形成了辰韓六

部中的一部。雖然有人說辰韓之「辰」與「秦」同音，由此推斷是秦人建

立了辰韓，但作者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甚至認為連所謂「辰國」這個統

一的國家都可能是不實的傳聞罷了。從三韓均有紋身的習慣來看，三韓受

到南方海洋文化的影響。三韓的民族屬性，是以先後從北方南下的北方系

民族為主體，參雜極少量南方系土著部族的混合民族。〔金廷鶴 1970：440-455〕 

 

圖Ks2：金廷鶴觀點歸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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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通古斯系民族，金廷鶴的觀點稍有混亂。作者認為肅慎、挹婁、

勿吉以及靺鞨是同一民族下的不同分支，四者皆是形成女真族（滿洲族）

的一支。〔金廷鶴 1970：386〕 

 

渤海國是由高句麗族和靺鞨族聯合建立的國家。而渤海國裡的高

句麗族與靺鞨族進一步混血，形成渤海族。在渤海滅國後，渤海族消

失。〔金廷鶴 1970：368〕 

 

金廷鶴，1970，《韓國民族形成史》 

 

Ks3金元龍 

 

肅慎系 1.肅慎、挹婁、勿吉以及靺鞨，應該是同一部族。〔金廷鶴 1970：368〕 
2.這四個部族雖然都是形成女真族（滿洲族）的部族，同屬滿洲族，但相互

之間屬於不同的部族。〔金廷鶴 1970：386〕 
濊/貊/韓 1.韓國民族雖與通古斯族相近，但並非屬於通古斯族。韓國民族應該與突

厥、蒙古、通古斯並列，成為阿爾泰民族之下一個獨立的民族單位。〔金

廷鶴 1970：355〕 
2.濊、貊是同一種族，有時可將兩者連稱為「濊貊」。〔金廷鶴 1970：426〕

古朝鮮 通過考古學的角度，暗示古朝鮮時期的文化特性屬於中國民族系統的東夷

族。〔金廷鶴 1970：410〕 
三韓 1.「濊貊」與「徐伐」發音相似，所以新羅也是濊貊族。〔金廷鶴 1970：

426〕 
2.馬韓的土著民或可能是北方南遷的移民，或可能再混有南方北上海洋民族

的文化〔金廷鶴 1970：440〕 
3.從三韓均有紋身的習慣來看，三韓受到南方海洋文化的影響。三韓的民族

屬性，是以先後從北方南下的北方系民族為主體，參雜極少量南方系土著

部族的混合民族。〔金廷鶴 1970：450〕 
夫餘/ 
高句麗/ 
沃沮 

濊貊族形成的國家有扶餘、高句麗、百濟等。且百濟和高句麗出自扶餘。〔金

廷鶴 1970：427〕 

渤海 渤海國是由高句麗族和靺鞨族聯合建立的國家。而渤海國裡的高句麗族與靺

鞨族進一步混血。在渤海滅國之後，被稱為渤海的族屬名永遠消失。〔金廷

鶴 197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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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龍（1922~1993），生於平安北道義州郡。畢業於京城帝國大學（今

首爾大學）史學系，獲得美國紐約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漢城大學考古系教

授、國立博物館館長。金元龍的觀點主要採自《韓國文化의起源》（1976）。 

 

金元龍認為，蒙、滿、鮮都屬於通古斯文化圈。從人種上來看，鮮系

民族的基底是蒙古·通古斯種，但也混有其他民族血統，如先住民族古亞

細亞族，以及漢四郡時期的中國人、還有可能來自華南或東南亞的韓國土

著等。鮮系民族係南方通古斯。 

 

金元龍提出，同源民族在不同地

方就會產生地域性變化。因此在西南

滿洲和朝鮮半島北部地域化了的通

古斯族就是鮮系民族的先祖「濊貊通

古斯」，即「濊貊族」。而在朝鮮半島        圖Ks3：金元龍觀點歸納圖 

南部地域化了的濊貊族就是「南濊貊」，即「韓族」。〔金元龍 1976：21、50〕 

 

濊貊族與韓族構成了鮮系民族的「北方系」與「南方系」。北方系包

含扶餘、高句麗一系，南方系則是三韓系。可以說，無論是扶餘系還是三

韓系，除少量他民族混血以外，朝鮮半島上的所有民族都是濊貊通古斯

族，各地的差異只是地域化的差異。〔金元龍 1976：51〕 

 

金元龍，1976，《韓國文化의 考古學的 研究》 

肅慎系 蒙、滿、韓都屬於通古斯文化圈〔金元龍 1976：79〕 
濊/貊/韓 1.從人種上來看，韓國民族的基底是蒙古·通古斯種。〔金元龍 1976：9〕 

2.但也混有其他民族的血，如先住民古亞細亞族，以及漢四郡時期的中國人。〔金

元龍 1976：49〕 

3.還有可能來自華南或東南亞的韓國土著等。〔金元龍 19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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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4千寬宇 

 

千寬宇（1925~1991），生於忠清北道堤川邑。韓國著名記者、史學家。

畢業於國立首爾大學史學系，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新聞學研究課程修

了。曾任《東亞日報》編輯局長、民族統一中央協議會會長、國土統一院

顧問、和平統一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等職。 

 

千寬宇的觀點主要

採自〈나의韓國史研究〉

（1988）、《韓國上古史の

爭點》（1977）、〈箕子攷〉

（1974）、〈三韓의成立過

程─「三韓攷」第 1 部〉

（ 1975 ）、〈 千 寬 宇

（1925~1991）의 史學과 

古代史研究〉（2009）。             圖Ks4：千寬宇觀點歸納圖 

 

千寬宇首先將鮮系民族分為三族兩系，三族即韓、濊、貊三族，兩系

即韓系與濊·貊系。韓系建立的國家有朝鮮、真蕃、三韓等，濊·貊系建 

4.韓國民族系南方通古斯。〔金元龍 1976：21〕 
5.在西南滿洲和韓半島地域化了的通古斯族就是韓國民族的先祖「濊貊通古斯」，

即「濊貊族」。〔金元龍 1976：21〕 
6.而在韓國地域化了的濊貊族就是「南濊貊」，即「韓族」。〔金元龍 1976：50〕 
7.濊貊族與韓族構成了韓國民族的「北方系」與「南方系」。〔金元龍 1976：25〕

三韓 1.而在韓國地域化了的濊貊族就是「南濊貊」，即「韓族」。〔金元龍 1976：50〕 
2.韓族即南方系，包含三韓。〔金元龍 1976：51〕 

夫餘/ 
高句麗/ 
沃沮 

濊貊族即北方系，包含扶餘、高句麗一系。〔金元龍 19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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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國家有扶餘、高句麗、東濊等。〔千寬宇 1988：144〕 

 

千寬宇認為，檀君時期的住民係古亞細亞人種中崇拜熊的一支與阿爾

泰系北蒙古農耕民移民融合而成。〔千寬宇 1988：144〕千寬宇肯定「箕子東來

說」，並認為箕子時期的住民是東夷系箕子族。所謂箕子族，既不能說它

是中國人，也不能說它是韓國人。箕子族是組成中國人或韓國人的一部分

而已。〔千寬宇 1974：2-3〕衛滿朝鮮，是箕子朝鮮與北真蕃混合而成的。〔千寬

宇 1975：2-4〕 

 

濊·貊系包含扶餘、高句麗、百濟。〔千寬宇 1988：144〕韓系即指南方的

韓族。而南方的韓也都是從北方遷移來的，韓與北方的朝鮮對應。所謂「真

蕃」，其實就是弁韓、辰韓的「弁辰」的合音。在南方的弁辰韓即來源於

北方的北真蕃。受衛滿朝鮮侵佔，北真蕃南下到朝鮮半島東南，成為南真

蕃，即辰韓與弁韓，辰國是其此前的過渡階段。而受到衛滿朝鮮攻擊的箕

子朝鮮則渡海至朝鮮半島西南，建立馬韓國，成為馬韓。〔千寬宇 1975：2-5〕 

 

針對渤海，千寬宇認為渤海史應被放入韓國史。渤海的統治階層是高

麗人，被統治階層是靺鞨人，兩者是相異的民族。〔千寬宇 1977：30、32〕 

 

千寬宇 

a.1988 〈나의 韓國史 研究〉 

b.1977，《韓國上古史の爭點》 

c.1975，〈三韓의 成立過程 —「三韓攷」 第1部〉 

d.1974，〈箕子攷〉 

濊/貊/韓 韓國上古分為三族兩系，即韓、濊、貊三族所組成的韓系與濊·貊系。〔千寬宇 

1988：144〕  
古朝鮮 1.檀君時期的住民系古亞細亞人種中崇拜熊的一支與阿爾泰系北蒙古農耕民移

民融合而成。〔千寬宇 1988：144〕 
2.箕子時期的住民是東夷系箕子族。所謂箕子族，既不能說它是中國人，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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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它是韓國人。箕子族是組成中國人或韓國人的一部分罷了。〔千寬宇 

1974：2-3〕 
3.衛滿朝鮮是箕子朝鮮與北真蕃混合而成的。〔千寬宇 1975：2-4〕 

三韓 1.韓系建立的國家有朝鮮、真蕃、三韓等。〔千寬宇 1988：144〕 
2.韓、濊、貊的韓即指南方的韓。而南方的韓也都是從北方遷移來的，韓與北

方的朝鮮對應。所謂「真蕃」，其實就是弁韓、辰韓的「弁辰」的合音。在南

方的弁辰韓即來源於北方的北真蕃。受衛滿朝鮮侵佔，北真蕃南下到韓半島

東南，成為南真蕃，即辰韓與弁韓，辰國是其此前的過渡階段。而受到衛滿

朝鮮攻擊的箕子朝鮮則渡海至韓半島西南，建立馬韓國，成為馬韓。〔千寬宇 

1975：2-5〕 
夫餘/ 
高句麗/ 
沃沮 

1.濊·貊系建立的國家有扶餘、高句麗、東濊等。〔千寬宇 1988：144〕 
2.高句麗、百濟屬於扶餘系，是濊貊族。〔千寬宇 1988：144〕 

渤海 渤海的統治階層是高麗人，被統治階層是靺鞨人，兩者是相異的民族。〔千寬宇 

1977：30、32〕 

 

Ks5金貞培 

 

金貞培（1940~ ），生於韓國首爾市。畢業於高麗大學史學系，並在

美國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獲文學博士。曾任高麗大學校長、高麗大學韓國

史學系教授、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院長、韓國古代史學會會長、韓國史研究

會會長、高句麗研究財團理事長等職。  

 

金貞培的觀點主要採自

《韓國民族文化的起源》

（1993）（譯自《韓國民族文

化의起源》（1980）、〈古朝鮮

의民族構成과文化的複合〉

（1972）、《渤海國史》（1988）

（與劉在信合編）等。 

       圖Ks5：金貞培觀點歸納圖 

金貞培認為，鮮系民族是具有古亞細亞要素的阿爾泰系民族，因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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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分為濊、貊、韓，但他們是同一民族。濊、貊、韓構成了鮮系民族

的根干〔金貞培 1993：63、87〕。 

 

對於古朝鮮，金貞培認為檀君朝鮮處在有紋土器時代（新石器時代），

屬古亞細亞族〔1993：145〕；箕子朝鮮、衛滿朝鮮處在無紋土器時代，屬阿

爾泰系的濊·貊族〔金貞培 1993：173〕。黑龍江流域的古亞細亞族原住民族混

入外來的通古斯系，被阿爾泰化〔金貞培 1993：139、1972：33〕。 

 

作者多次強調，扶餘、高句麗、東沃沮與濊同文同種。〔金貞培 1993：302〕

從文獻上看，三韓看似不同，但從考古學可以發現，三韓實為同族，都是

韓族。辰韓是韓人與中國亡人混居，弁韓與其似，文獻中說馬韓與辰韓相

異是誇大中國因素的說法。〔金貞培 1993：86-87〕 

 

肅慎屬古亞細亞族，挹婁傳承肅慎，但融入屬於阿爾泰系的通古斯系

民族，且完全被阿爾泰化（通古斯化）。從挹婁起，古亞細亞族融入通古

斯族。挹婁之後有勿吉、靺鞨、女真、滿洲，形成通古斯-滿洲民族（即

滿系民族）。〔金貞培 1993：67-71〕 

 

金貞培認為渤海史是韓國史，否認其為滿洲史。〔金貞培 1988：4〕 

 

金貞培 

a.1993，《韓國民族文化的起源》 

b.金貞培，1988，《渤海國史》 

c.金貞培，1972，〈古朝鮮의 民族構成과 文化的複合〉 

肅慎系 肅慎屬古亞細亞族，挹婁傳承肅慎，但融入屬於阿爾泰系的通古斯系民族，

且完全被阿爾泰化（通古斯化）。從挹婁起，古亞細亞族就融入到通古斯族當

中了。挹婁之後有勿吉、靺鞨、女真、滿洲，形成通古斯-滿洲民族。〔金貞培 

1993：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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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6盧泰敦 

 

盧泰敦（1949~ ），生於慶尚南道昌寧郡。國立首爾大學史學系博士。

現任國立首爾大學國史系教授。曾任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客座研究員、韓國

古代史學會會長。盧泰敦的觀點主要採自《高句麗史研究》（1999）、《檀

君과 古朝鮮史》（2000）、〈韓國民族形成時期論〉（1997）、〈발해국의 

주민구성에 대한 연구 현황과 과제〉（2003）、〈韓國民族의 形成時期에 

對한 檢討〉（1992）、〈三韓에 대한 認識의 變遷〉（1982）等。 

 

盧泰敦認為，構成鮮系民族的

濊、貊、韓三族，是具有相似文化

的種族集團〔盧泰敦 1992：24〕。但他

們之間並沒有同族意識，未有共同

的生活方式，也未形成文化共同

體，所以還不能說這三個種族為一 

濊/貊/韓 1.韓國族是具有古亞細亞要素的阿爾泰系民族，因地域不同而分為濊、貊、

韓，但他們是同一民族。〔金貞培 1993：63〕 
2.濊、貊、韓構成了韓民族的根干。〔金貞培 1993：87〕 
3.濊、貊是不同地方的同系民族。〔金貞培 1993：31〕 

古朝鮮 1.檀君朝鮮處在有紋土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屬古亞細亞族〔金貞培 1993：

145〕 
2.箕子朝鮮、衛滿朝鮮處在無紋土器時代，屬阿爾泰系的濊貊族。〔金貞培 

1993：173〕 
3.黑龍江流域的古亞細亞族原住民混入外來的通古斯系，被阿爾泰化。〔金

貞培 1993：139、1972：33〕 
三韓 三韓看似不同，但從考古學可以發現，三韓實為同族，都是韓族。辰韓是韓

人與中國亡人混居，弁韓與其似，馬韓與辰韓異是誇大中國因素的說法。〔金

貞培 1993：86-87〕 
夫餘/ 
高 句 麗 /
沃沮 

扶餘、高句麗、東沃沮、濊同文同種。〔金貞培 1993：302〕 

渤海 渤海史是韓國史，否認其為滿洲史。〔金貞培 1988：4〕 

圖Ks6：盧泰敦觀點歸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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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民族〔盧泰敦 1997：166〕。在經歷了統一新羅，直到統一高麗初期，才形成

鮮系民族的共同認識〔盧泰敦 1997：180〕。 

 

扶餘屬濊貊族〔盧泰敦 1999：508〕。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與三韓

（馬韓、弁韓、辰韓）則屬於統一族屬的不同國家〔盧泰敦 1982：132-133〕。

所以濊、貊、韓為同質種族。作者對辰韓、新羅與中國系民族有關這一觀

點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是一種附和〔盧泰敦 1982：141〕。 

 

盧泰敦認為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皆屬滿系民族。作者雖未提及肅

慎的族屬，但卻指出渤海上京龍泉府又被稱為「挹婁故地」或「肅慎故地」，

間接說明肅慎與滿系民族一脈相承的關係。〔盧泰敦 1999：508〕但是對於靺

鞨，作者也認可日本學者日野開三郎的「濊貊靺鞨論」。他認為，靺鞨並

不是單一種族，它由「挹婁-勿吉系靺鞨」和「濊貊系靺鞨」兩大系種族

構成。其中，粟末靺鞨就屬於濊貊系靺鞨。〔盧泰敦 2003：293〕 

 

對於渤海，盧泰敦認為確實形成了可以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渤海族，但

這個民族是由粟末靺鞨族與高句麗人混合而成，其中也混雜了其他非濊貊

系的靺鞨族。〔盧泰敦 2003：304〕 

 
盧泰敦 

a.2003 〈 의渤海國  에住民構成  한對  研究 과現況  課題： ‘高麗別種’과 ‘渤海族’을  

         둘러싼 를論議  으로中心 〉 

b.盧泰敦，1999，《高句麗史研究》 

c.盧泰敦，1997，〈韓國民族形成時期論〉 

d.盧泰敦，1992，〈 의韓國民族  에形成時期  한對  檢討〉 

e.盧泰敦，1982，〈三韓에 한對  認識의 變遷〉 

肅慎系 1.挹婁、勿吉、靺鞨、女真是同一族屬。〔盧泰敦 1999：508〕 
2.靺鞨並不是單一種族，它由「挹婁-勿吉系靺鞨」和「濊貊系靺鞨」兩大系種族

構成。其中，粟末靺鞨就屬於濊貊系靺鞨。〔盧泰敦 200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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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7徐炳國 

 

徐炳國（1941~ ），生於首爾市。獲延世大學史學系學、碩士，以及

東國大學史學博士。現為大眞大學史學系名譽教授。曾任大眞大學史學系

教授、東夷·渤海國歷史文化研究院院長。徐炳國的觀點主要採自《東夷

族과 扶餘의 歷史》（2001）、〈新羅의 三姓交立研究：秦나라 사람의 亡

命을 中心으로〉（1994）、〈渤海遺民史研究〉（2006）。 

 

徐炳國認為，「濊」與「貊」

本來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濊本是古

朝鮮（尤其是衛滿朝鮮）的先住民

族，而貊是建立扶餘、高句麗的民

族。貊族建立扶餘後，佔領並同化

了在地的濊族，形成濊貊族。但濊

貊在不同時期，代指的對象不同，

有時是濊，有時是貊。〔徐炳國 2001：

124-128〕                                            圖Ks7：徐炳國觀點歸納圖 

濊/貊/韓 1.構成韓國民族的濊、貊、韓三族，是具有相似文化的種族集團〔盧泰敦 1992：

24〕 
2.但他們之間並沒有同族意識，未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未形成文化共同體，所

以還不能說這三個種族為一個民族〔盧泰敦 1997：166〕。 
3.在經歷了統一新羅，直到統一高麗初期，才形成韓國民族的共同認識〔盧泰敦 

1997：180〕。 
三韓 1.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與三韓（馬韓、弁韓、辰韓）則屬於統一族屬的

不同國家。〔盧泰敦 1982：132-133〕 
2.辰韓、新羅與中國系民族有關是附和〔盧泰敦 1982：141〕。 

夫餘/ 
高句麗/ 
沃沮 

1.扶餘屬濊貊族〔盧泰敦 1999：508〕 
2.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與三韓（馬韓、弁韓、辰韓）則屬於統一族屬的

不同國家〔盧泰敦 1982：132-133〕 
渤海 已形成了可以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渤海族，但這個民族是由粟末靺鞨族與高句麗人

混合而成。而這之中，也混雜了其他非濊貊系的靺鞨族。〔盧泰敦 20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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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扶餘、高句麗、百濟皆屬貊族〔徐炳國 2001：27-28、104〕。作

者提到，扶餘社會的民族構成是，統治階層為貊族，而被統治階層是濊族

〔徐炳國 2001：58〕。對於三韓和新羅，徐炳國認為其以古朝鮮遺民為主，即

濊族。〔徐炳國 1994：185-186〕如此可知，作者對鮮系民族的分類類似金廷鶴

「扶餘支」與「韓支」的分法，並將其分別對應「貊族」與「濊族」。 

 

關於滿系民族，作者認為屬於通古斯民族的一支，其發展脈絡為：肅

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滿洲〔徐炳國 2001：87、96〕。 

 

在另一篇文章裡，徐炳國說明渤海的民族構成，是由靺鞨系和高句麗

系聯合組成的國家。但在文化上，以優秀的高句麗文化為主導。而總體說

來，渤海的民族屬性與滿系相異而與鮮系相似。〔徐炳國 2006：48〕 

 

徐炳國 

a.2006，〈渤海遺民史 研究〉 

b.徐炳國，2001，《 과東夷族  의扶餘  歷史》 

肅慎系 1.而肅慎是九夷之一〔徐炳國 2001：16〕。 
2.女真系民族與扶餘系民族皆為東夷。〔徐炳國 2001：48〕 
3.扶餘與挹婁、勿吉不同族〔徐炳國 2001：88、95〕。 
4.女真系民族屬於通古斯民族的一支，其發展脈絡為：肅慎、挹婁、勿吉、靺鞨、

女真、滿洲〔徐炳國 2001：87、96〕 
5.勿吉不屬於扶餘族的一。〔徐炳國 2001：101〕 

濊/貊/韓 1.「濊」與「貊」本來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徐炳國 2001：130-136〕 
2.濊貊在不同時期，代指的對象不同，有時是濊，有時是貊。所謂濊貊，並非是

「滿洲·通古斯」與「扶餘·高句麗」的統稱。〔徐炳國 2001：124-128〕 
古朝鮮 濊本是古朝鮮（尤其是衛滿朝鮮）的先住民。〔徐炳國 2001：130-136〕 
三韓 三韓和新羅是以古朝鮮的留遺民為主。〔徐炳國 1994：185-186〕 
夫餘/高句

麗/沃沮 
1.貊是建立扶餘·高句麗的民族。貊族建立扶餘後，佔領並同化了在地的濊族，形

成濊貊族。〔徐炳國 2001：130-136〕 
2.扶餘與高句麗同屬於貊族。〔徐炳國 2001：27-28〕 
3.百濟也與扶餘、高句麗同屬一族。〔徐炳國 2001：104〕 
4.扶餘社會的民族構成是，統治階層為貊族，而被統治階層是濊族。〔徐炳國 200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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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跳脫南北：貊高麗（Mongol）與 馴鹿遊牧起源說 

 

Ks8周采赫 

 

周采赫（1942~ ），生於忠清南道木川邑。獲延世大學史學系學士、

碩士，以及博士。現任蒙古庫倫情報通信大學教授及蒙古研究所所長。曾

任韓國江原大學及世宗大學教授、韓國蒙古學會首任會長、國際蒙古研究

協會（IAMS）韓國代表。周采赫的觀點主要採自〈「蒙古」—「貊高麗」, 

遊牧型「高句麗」世界帝國考〉（2006）、〈韓民族 北方起源 研究와 Eurasia 

高原地帶 genome 分析〉（2003）、〈朝鮮의 馴鹿遊牧起源史研究試論〉

（2002）、〈蒙古의 貊高句麗 起源 問題〉（1996）。 

 

周采赫主張鮮系民族的「馴鹿遊

牧起源說」〔周采赫 2002：57〕，即鮮系民

族的前身貊族，與蒙古是一系，且所

謂「蒙古利亞」，實際上就是「貊高

麗」，「蒙」「貊」相通。作者暗示，

突厥、蒙古、通古斯皆起源於阿爾

泰。〔周采赫 1996：236、260〕 

圖Ks8：周采赫觀點歸納圖 

 

濊與貊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濊族源自於「水獺獵人」之名，或稱「雄

水獺族」或「貝爾族」（貝爾：蒙古語「雄水獺」之意）。濊族首先來到滿

洲的草原，形成農耕文化，成為通古斯民族。貊族源自於「山獺獵人」之 

渤海 由靺鞨系和高句麗系聯合組成的國家。但在文化上，以優秀的高句麗為主導。而

總體說來，渤海的民族系統與女真相異而與高麗相似。〔徐炳國 20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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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系蒙古系統。貊族本為遊牧民族，晚於濊族來到東北地域，後與濊族

分分合合。濊貊之間的力量對決，大致經歷了如下過程：朝鮮半島上有「濊

國（江陵）→ 貊國（春川）」，朝鮮半島以外有「契丹（貊）→ 女真（濊） 

→ 蒙古（貊）→ 滿洲（濊）」。〔周采赫 2006：314〕貊高麗其實就是貊族將濊

族統合的過程。〔周采赫 2006：350〕 

 

所謂「朝鮮」，其意應為「朝向有蘚的地方」，所謂「有蘚的地方」其

實就是馴鹿的目的地。〔周采赫 2006：343〕朝鮮、扶餘、高句麗、鮮卑、百濟、

新羅、渤海等與契丹、女真、蒙古也均相互關聯。〔周采赫 2003：199〕 

 

周采赫 

a.2006，〈「蒙古」—「貊高麗」，遊牧型 「高句麗」世界帝國考〉 

b.周采赫，2003，〈韓民族 北方起源 와研究  유라시아 高原地帶 게놈分析〉 

c.周采赫， 1996，〈 의蒙古  貊高句麗 起源 問題〉 

 

（四）南北的共識 

 

肅慎系 突厥、蒙古、通古斯皆起源於阿爾泰。〔周采赫 1996：260〕 
濊/貊/韓 1.韓民族的前身貊族，與蒙古是一系，且所謂「蒙古利亞」，實際上就是「貊高麗」，

「蒙」「貊」相通。〔周采赫 1996：236〕 
2.濊與貊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濊族源自於「水獺獵人」之名，或稱「雄水獺族」

或「貝爾族」（貝爾：蒙古語「雄水獺」之意）。濊族首先來到滿洲的草原，形

成農耕文化，成為通古斯民族。貊族源自於「山獺獵人」之名，系蒙古系統。

貊族本為遊牧民族，晚於濊族來到東北地域，後與濊族分分合合。濊貊之間的

力量對決，大致經歷了如下過程：韓半島上有「濊國（江陵）→ 貊國（春川）」，

韓半島以外有「契丹（貊）→ 女真（濊）→ 蒙古（貊）→ 滿洲（濊）」。〔周

采赫 2006：314〕 
3.貊高麗其實就是貊族將濊族統合的過程。〔周采赫 2006：350〕 

夫餘/ 
高句麗/ 
沃沮 

朝鮮、扶餘、高句麗、鮮卑、百濟、新羅、渤海等與契丹、女真、蒙古也均相互

關聯。〔周采赫 2003：199〕 

古朝鮮 所謂「朝鮮」，其意應為「朝向有蘚的地方」，所謂「有蘚的地方」其實就是馴鹿

的目的地。〔周采赫 200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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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文對韓國的八種、以及朝鮮的三種，共十一種朝鮮語學界的 

代表性觀點進行了整理。這十種觀點各有異同。本章將對這十種觀點歸納

成表，便於對比分析。 

 

表13：朝鮮語學界的中國東北地域歷史民族分類 

 

首先，對上表圖例進行說明。A代表「古亞細亞系」、Y代表「東夷

系」、M 代表「滿系」、H 代表「濊貊系」（泛指鮮系民族）。對於濊、貊

或濊貊是否一族，有些學者認為是一族，則僅以H代表「濊貊系」；有些

學者認為濊貊並非單一民族體，故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又可將「濊貊系」

再細分為「扶餘系」、「韓系」以及「濊系」、「貊系」，本文以Hf代表「濊

貊系」、Hk代表「韓系」、Hh代表「濊系」、Hm代表「貊系」。其中，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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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千寬宇等學者所提之「濊貊」有兩層含義：在提及古朝鮮時期的民族

屬性時，是指包括濊、貊、韓的鮮系民族泛稱；而在提及扶餘、高句麗的

民族屬性時，是指與南方的「韓系」相對立的北方的「扶餘系」。雖名稱

相同，本文將用不同符號標記之，以作區分。 

 

針對韓國、朝鮮學者對於中國東北地域歷史民族分類的研究，通過前

章與上表整理，可以總結出如下幾個特徵： 

1. 韓國學者的觀點種類豐富，而朝鮮學者的觀點較為單一。 

2. 韓國、朝鮮學者對與本民族關聯大的歷史民族研究較多，而對與滿系民

族關聯大的歷史民族研究較少。 

3. 韓國、朝鮮學者基本可以把中國東北地域的歷史民族分類為「肅慎系」

與「濊貊系」兩大系統，即「滿系」與「鮮系」。朝鮮學者認為兩者毫

無關係，各自獨立；而韓國學者則多認定兩系民族是同源民族。 

4. 韓國學者之間對於古朝鮮以及三韓時期的民族屬性分類爭議較大，說明

也未盡清晰；而對於扶餘及以後時期的民族屬性分類則爭議較小。 

5. 韓國、朝鮮學者對於濊、貊是單一民族還是混合民族的爭議較大。 

6. 韓國、朝鮮學者普遍或否認箕子朝鮮與衛滿朝鮮的存在，或認為其民族

屬性與中國無關。 

7. 針對高句麗的民族屬性歸屬，韓國、朝鮮學者意見一致，均認為是濊貊

系民族，即今日鮮系民族之先人。 

8. 針對渤海的民族屬性歸屬，韓國學者意見大體一致，均認為渤海是鮮系

的高句麗人與滿系的靺鞨人的混合國家，並非單一民族構成。而朝鮮學

者則認為靺鞨人所佔人口比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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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朝鮮語學界對中國東北地域歷史民族分類的綜合觀點 

 

 

 
 
四、破派觀點：滿系民族體系化的瓦解 

 

（一）民族學的接近法 

 

CR1史祿國 

 

史祿國（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1887-1939），出身舊俄

時代的世家。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後，任職於俄羅斯科學院，1917 年擇

定以通古斯人為研究方向，赴俄國遠東區進行研究。1922 年流亡中國，

歷任廈門、中山、史語所、清華等機構。是第一位使用「этнос，ethnos」，

並為之下定義的民族學者。其《滿族的社會組織》、《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

織》、《通古斯人的心理特質綜合體》，基於堅實的田野調查和實證分析，

後來並完成與俄語對譯之《通古斯字典》。史祿國的通古斯研究，大概無

能出其右者。 

 

如凌純聲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純聲 1934〕，論及滿鮮地域之民

族系統者，當係其第一章「東北的古代民族及赫哲族」。本章前三節，第

一節考「東胡」非「通古斯」；第二節考「東夷」為通古斯及古亞細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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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第三節綜論「東北各民族名稱的起源及轉變」。和我們的研究相關者，

為第二及第三節。凌純聲認為，滿洲地域眾民族名稱均為「窩集」的音轉，

「窩集」的語意是「森林」，是藉用地域特徵為民族稱呼。此外，凌純聲

觀點不出史祿國論述範圍。 

 

史祿國把理解滿鮮民族系統的視角，拉高到通古斯民族與古亞細亞民

族的互動關係上來看。談到肅慎一系民族時，他用的幾乎都是語言學和民

族學的觀點及證據。史祿國並不同意肅慎系一系相承的說法，他對每一組

連接的態度都是：「儘管有關聯，但不能說是直接聯繫」。沒辦法在田野中

找到實證證據應該是很重要的原因4。史祿國對「肅慎問題」的興趣，很

顯然只是想解決：「肅慎」到底是通古斯民族還是古亞細亞民族？ 

 

史祿國的一系列論證，基於兩個已知的前提：一、通古斯民族 vs 古

亞細亞民族，兩者是不同的民族；二、肅慎 vs濊-貊，兩者是不同的民族。

經過連串以語言和文化的調查為基礎的推理，史祿國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肅慎和女真的關係：兩者同時都與南方通古斯人有關，然而找

不到證據證明女真的直系遠祖就是肅慎。 

 

第二、朝鮮人的族屬問題：朝鮮人的祖先濊貊是古亞細亞人；不同於 

鳥居龍藏的說法。鳥居認為，濊貊是通古斯人。 

 

史祿國的研究以兩個系統來討論民族互動關係，是滿鮮民族史研究中

很重要的座標。 

                                                       
4 史祿國並不採用漢語史料的記錄，原因很可能是他無法閱讀漢文。不過，這也

使他能不受史料正誤傳抄的影響而陷入考證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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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祿國，1985，《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 

肅慎 1.中國編年史首次提到的滿洲住民，是一個強盛的民族，北遷後形成幾個集團，其

後就消失了〔史祿國 1985：225〕 
2.肅慎此名，指佔據松花江中游的某些居民，（這個名稱）在兩千年內變為挹婁、

勿吉、靺鞨、女真、滿洲。我們不知道這些民族是不是同一個民族〔史祿國 1985：

225〕 
3.上述稱呼似乎是包括不同民族集團的各種政治組織之名〔史祿國 1985：228〕 

挹婁 1.不能說勿吉與挹婁有直接聯繫〔史祿國 1985：563〕 
2.挹婁在5世紀出現，不知是民族、地名、政治單位，後來同靺鞨合併〔史祿國 1985：

563〕 
勿吉 1.雖然在語言上有關，但不能說勿吉是滿族的祖先，並同挹婁有直接聯繫〔史祿國 

1985：563〕 
2.勿奇可能是民族名、國家名、政治組織名〔史祿國 1985：564〕 

3.很難將勿吉直接和靺鞨聯繫，儘管靺鞨可能在政治上曾統治過勿吉〔史祿國 

1985：564〕 
4.勿吉後裔的語言不同於靺鞨子孫的語言〔史祿國 1985：564〕 

靺鞨 1.很難將勿吉直接和靺鞨聯繫，儘管靺鞨可能在政治上曾統治過勿吉〔史祿國 

1985：564〕 
2.勿吉後裔的語言不同於靺鞨子孫的語言〔史祿國 1985：564〕 
3.不是一個民族單位，而是一個政治組織〔史祿國 1985：564〕 
4.靺鞨七部也許（才）是民族單位的名稱〔史祿國 1985：564〕 

女真 1.不是一個民族單位，而是一個政治組織〔史祿國 1985：564〕 
2.女真與南通古斯集團有關，然而這集團同肅慎有無直接關係還不清楚〔史祿國 

1985：565〕 
滿洲 1.語源不來自「文殊利師」〔史祿國 1985：6〕 

2.南方通古斯人以滿族為代表〔史祿國 1985：1〕 
濊/貊 濊、貊兩個集團與息慎對立〔史祿國 1985：225〕 
夫餘 貊、濊兩個集團組成夫餘和高句麗此二政治單位〔史祿國 1985：225〕 
渤海 1.不是一個民族單位，而是一個政治組織〔史祿國 1985：564〕 

2.朝鮮和渤海間的聯繫，至少在文化上和地理上是很明顯的〔史祿國 1985：565〕

高句麗 貊、濊兩個集團組成夫余和高句麗此二政治單位〔史祿國 1985：225〕 
朝鮮 1.朝鮮人的祖先為古亞細亞人〔史祿國 1985：74〕 

2.朝鮮和渤海間的聯繫，至少在文化上和地理上是很明顯的〔史祿國 1985：565〕

 

（二）文獻學的接近法 

 

T1李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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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智（1909-2003），原籍河南開封，最高正式學歷為豫西高中，為

一苦讀自修出身學者。來台後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

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教授。從廣祿習滿文，專於東北史、滿洲民族史、

清史。然而，其最大的成就應屬 1960年代之後的滿語文研究。而其滿洲

民族史研究，並沒有輯成具完備體系性之論述。然而從陸續發表的論文

中，仍能見其價值。 

 

李學智的研究從頭到尾顛覆了傳統滿鮮民族系譜，他是使用傳統漢語

史料的研究者當中最富創造力者。李以語言及社會文化為證據，將史料相

互比對驗證，得出肅慎為獨立民族，靺鞨、女真、滿洲為東胡系，濊貊、

挹婁、勿吉、夫餘、沃沮、高句麗為古亞洲族濊貊系民族之成果。其「滿

洲東胡系」論，是和傳統論述及至今其他研究者的成果最大差異之處，就

我們目前所見，並沒有研究者能對李的「滿洲東胡系」論證直接提出反駁。

李學智的考證及推論工夫細緻而且自成系統、言之成理。然而，其研究成

果對後來的影響小，幾無引用者5。但也許因為如此，造成李學智的說法

無法被後續研究者反覆檢證，幾於湮沒。 

 

表15：李學智之民族系統表 

                                                       
5  李學智的研究少有人引用，其原因不明。推想可能因為論述細微，對於一般讀者而言難以

了解；而對其他研究者而言，可能又因其體系獨特，無法納入自己的研究脈絡，但因為李

論證細緻，又難以反駁，因此乾脆不引。不管如何，「李學智關於滿洲利亞民族系譜之研

究成果少人引用」這件事，倒是值得作為一個學術史的題目加以探究。 

族系 名稱 主要考證 駁斥傳統論述 

？ 肅慎 獨立之民族，早已同化 
肅慎、挹婁、勿吉、靺鞨，相連

之為牽強附會 

濊貊系 
挹婁 漱婁驪三字同源，與高句驪同族 肅慎之變挹婁，無史據 
勿吉 即沃沮 較附會於肅慎系更合理 

東胡系 
靺鞨 語音，靺鞨為東胡語酋長之尊稱 勿吉之變靺鞨，語音不對 
女真 女真即如者室韋； 女真非肅慎（珠申）之同名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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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智 

a. 1956，〈黑龍江與隋唐兩代之黑水靺鞨〉 
b. 1957，〈肅慎與挹婁之商榷〉 
c. 1957，〈對於勿吉、靺鞨種族與名稱之管見〉 
d. 1958，〈釋女真〉 
e. 1975，〈女真民族興起之淵源〉 
f. 1976，〈說夷（東北民族志序論稿）〉 
g. 1978，〈談肅慎與東夷──東北民族志序論稿之二〉 
h. 1981，〈試談滿洲民族之源流〉 

肅慎 1.焉能…斷肅慎即魏晉時之挹婁？〔李學智 1957a：183〕 
2.古代肅慎族，或至春秋戰國，已同化於吾族〔李學智 1957a：185〕 
3.肅慎與挹婁，兩者決非同族〔李學智 1957b：189〕 
4.將後世挹婁、勿吉、靺鞨、女真、滿洲附會為肅慎，肇因於儒家思想淵源〔李學

智 1957b：189〕 
5.肅慎民族居處應在（中國）西北方〔李學智 1978：120-122〕 

6.東夷自東夷，肅慎自肅慎，肅慎非東夷〔李學智 1978：126〕 
挹婁 1.學者之斷挹婁為通古斯，並無絲毫史據〔李學智 1957a：185〕 

2.高句驪一名，實原為句驪。扶餘一名解慕漱，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句驪之名城又

名幘溝婁……漱、婁、驪三字，同一語源者甚明。…無寧斷挹婁亦為夫餘系之

民族〔李學智 1957a：185〕 
3.挹婁與高句驪同族，因之挹婁不是通古斯，是古亞洲族濊貊系統內之民族〔李學

智 1957b：185〕 
4.挹婁不是古代的肅慎〔李學智 1957a：185〕 
5.肅慎與挹婁，兩者決非同族〔李學智 1957b：189〕 

勿吉 1.強靺鞨為沃沮、勿吉、窩集之同名，並斷其為同一民族，似又近於武斷〔李學智 

1957b：189〕 
2.勿吉即沃沮，是古亞洲族之濊貊系，此說較附會勿吉為肅慎更合理〔李學智 

1957b：190〕 
3.勿吉、靺鞨、渤海，非一音之轉〔李學智 1957b：191〕 

靺鞨 1.靺鞨非肅慎、勿吉後裔，恐亦非通古斯，近於東胡族〔李學智 1956：253〕 
2.靺鞨或當與東胡民族尊稱酋長之「莫賀弗」一語有關〔李學智 1957b：191〕 
3.勿吉、靺鞨、渤海，非一音之轉〔李學智 1957b：191〕 
4.「靺鞨」為東胡民族對酋長之尊稱，勿寧斷其為東胡族之苗裔〔李學智 1957b：

222〕 
5.靺鞨（乞乞仲象）與高（句）麗餘種（大祚榮）為二族〔李學智 1957b：222-224〕

6.靺鞨非高麗別種，亦非勿吉後裔，係東胡系統之民族〔李學智 1957b：224〕 
7.靺鞨和女真文化不對稱，女真不源自靺鞨〔李學智 1981：26-27〕 

女真 1.女真（珠申）不是肅慎之同名異譯〔李學智 1958：42〕 
2.女真不出自黑水靺鞨，女真與黑水是並存之二國〔李學智 1958：44〕 
3.女真非靺鞨或渤海的遺民〔李學智 1958：45〕 
4.（「女真」的發音即「如者」），故女真為室韋之一部（如者室韋），屬東胡族。女

女真語近東胡系之契丹語 
滿洲 滿洲來自曼殊、文殊、瞞咄之音轉 滿洲非來自珠申（古肅慎）之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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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真語亦近於東胡族之契丹語〔李學智 1958：87-89〕 
6.靺鞨和女真文化不對稱，女真不源自靺鞨〔李學智 1981：26-27〕 

滿洲 1.滿洲一名來自曼殊（即文殊、瞞咄），似較為可信〔李學智 1981：24〕 
2.滿洲一名來自古肅慎為珠申之轉音，無法承認〔李學智 1981：25〕 
3.滿洲源自原居朝鮮北部之建州左衛女真民族〔李學智 1981：34〕 
4.滿洲用作族名或國名，始自清太宗天聰年間〔李學智 1981：36〕 
5.僅有愛新覺羅之後，為真正之滿洲族（部族名）〔李學智 1981：37〕 

濊/貊 1.夫餘系即濊貊系，為古亞洲族，非通古斯〔李學智 1957a：185〕 
2.濊貊系，非「東夷」〔李學智 1978：126〕 

夫餘 1.夫餘系即濊貊系，為古亞洲族，非通古斯〔李學智 1957a：185〕 
2.高句麗始祖出自北扶餘，即北沃沮，故沃沮與高句麗同族，為古亞洲族之濊貊系，

或稱扶餘系〔李學智 1957b：190〕 
3.濊貊系，非「東夷」〔李學智 1978：126〕 

沃沮 1.高句麗始祖出自北扶餘，即北沃沮，故沃沮與高句麗同族，為古亞洲族之濊貊系，

或稱扶餘系〔李學智 1957b：190〕 
2.勿吉即沃沮，是古亞洲族之濊貊系，此說較附會勿吉為肅慎更合理〔李學智 

1957b：190〕 
高句麗 1.高句驪一名，實原為句驪。扶餘一名解慕漱，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句驪之名城又

名幘溝婁……漱、婁、驪三字，同一語源者甚明。…無寧斷挹婁亦為夫餘系之

民族〔李學智 1957a：185〕 
2.高句麗始祖出自北扶餘，即北沃沮，故沃沮與高句麗同族，為古亞洲族之濊貊系，

或稱扶餘系〔李學智 1957b：190〕 
3.靺鞨（乞乞仲象）與高（句）麗餘種（大祚榮）為二族〔李學智 1957b：222-224〕
濊貊系，非「東夷」〔李學智 1978：126〕 

渤海 1.勿吉、靺鞨、渤海，非一音之轉〔李學智 1957b：191〕 
2.靺鞨（乞乞仲象）與高（句）麗餘種（大祚榮）為二族〔李學智 1957b：222-224〕

五、諸家的爭議：幾個關鍵的問題點 

（一）近代的概念：阿爾泰民族體系 

 

1.白鳥庫吉的民族分類 1900-1935 

 

白鳥庫吉在 1900首先將近代的「阿爾泰系民族體系」放在滿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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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指出6 ： 

 

A「阿爾泰系民族體系」由3個下層「民族體」組成，分別是：突厥系、

蒙古系、通古斯系。 

B滿州人是通古斯系的下位階的民族。 

C 有民族體，稱「貊種」，其下位階的民族，有夫餘、高句麗、百濟、沃

沮。 

 

這些C「貊種民族」都屬於韓國民族。但是沒有說清楚C「貊種」與

A「阿爾泰系民族體系」之間是否有關連。 

 

白鳥庫吉在35年後，將前述意見表達得更清楚。7 他說：「阿爾泰系

民族體系」（即塞外民族）係由 4個下層「民族體」組成，除前述 3個之

外，多 1個「蒙古與通古斯的雜種族」。這個由蒙古與通古斯相混的民族

體，其下位階的民族，有「東胡、烏桓、鮮卑、庫莫奚、濊貊」。我們現

在都將前 4個民族歸屬於東胡系。白鳥庫吉在此處亦將濊貊（前述的「貊

種」）列入東胡系。更早在1909，白鳥庫吉已經明白表示「濊貊<東胡（靺

鞨、契丹、鮮卑的類族）8 

 

通古斯系，亦將下位階民族列名：肅慎、挹婁、勿吉、靺鞨、渤海、 

女真、滿洲。「通古斯系」在現今通行名稱有「滿通古斯系」或「肅慎系」， 

                                                       
6  滿州人為通古斯民族，與鄰近的蒙古、突厥民族是不同的。夫餘、高句麗、百濟、沃沮皆

是貊種。〔白鳥庫吉 1900/1971〕 
7  塞外民族中分為蒙古民族、土耳古民族、通古斯民族、「蒙古與通古斯的雜種族」。蒙古

與通古斯的雜種族中有東胡、烏桓、鮮卑、庫莫奚、濊貊。通古斯民族中有肅慎、挹婁、

勿吉、靺鞨、渤海、女真、滿洲。〔白鳥庫吉 1935/1971〕 
8  濊貊民族從地理上來看，是靺鞨、契丹、鮮卑的類族。〔白鳥庫吉 1900/197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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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便是本文所探討的滿鮮民族裡的滿系。至於東胡系，雖然地望所屬

仍在滿洲地域，但是其與鮮系民族涇渭分明，不再討論範圍。 

 

白鳥庫吉相當重視鮮系民族，將它納入「阿爾泰系民族體系」，這一

點奠定鮮系民族的重要地位，為朝鮮韓國學界所繼承。但是他對於具體民

族的定位，如「濊貊<東胡」，如「高句麗<扶餘<貊<通古斯」，顯示對於

鮮系民族的具體民族體的認識仍在渾屯沌狀態，連帶對鮮系民族的定位因

而混亂。 

 

2.三上次男的「穢、貊 < 通古斯」說 1942 

 

三上次男分辨「穢、貊」與「挹婁」之間的差異，然後斷言「挹婁 <

古亞洲人」，於是「穢、貊 < 通古斯」。9 

 

3.韓國提升鮮系民族到與通古斯族同位階 1967-1970 

 

累積的學術意見，通古斯族的下位階有滿系民族，至於鮮系民族（濊

貊族）可能是東胡族的下位階，也可能是通古斯族的下位階。韓國學界不

提東胡族，只在意辨清鮮系民族與通古斯族的關係。Ks1 李丙燾〔李丙燾 

1967：11〕最早指出，鮮系民族（濊貊族）與滿洲、蒙古、突厥同源，並屬

阿爾泰系民族。不過沒有涉及位階。Ks2金廷鶴〔金廷鶴 1970：355〕認為： 

                                                       
9  在穢、貊的東北方，有一相異的民族為挹婁。挹婁的語言，與穢、貊、夫餘、高句麗、沃

沮是兩個系統。而語言是顯示民族性質的最重要指標。住居方面，挹婁的豎穴式住居，與

夫餘、高句麗、沃沮等善治宮室的住居是兩個系統。猪的飼養問題、服飾、箭矢的使用、

飲食，兩個系統也相異。挹婁決不是純粹的通古斯人，而是古亞洲人的系統。其居住地大

約是東方的沿海州地方，包含シコタ‧アリン與黑龍江下游。〔三上次男 1942/1966：234

-2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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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民族雖與通古斯族相近，但並非屬於通古斯族；韓國民族應該與突

厥、蒙古、通古斯並列，成為阿爾泰民族之下一個獨立的民族單位。 

 

4.韓國重新肯定「鮮系民族屬通古斯」說 1976-2001 

 

Ks3金元龍〔金元龍 1976：21、51〕在人種上，肯定鮮系民族的基底是蒙

古·通古斯種，但也混有其他民族的血，古亞細亞族，漢四郡的中國人、

還有可能來自華南或東南亞的韓國土著等。然後將鮮系民族系定位為「南

方通古斯」，亦即與滿系民族關係密切。Ks7徐炳國〔徐炳國 2001：16-17、48〕

認為，肅慎屬於東夷的九夷之一，然後推女真系民族與扶餘系民族皆屬於

東夷。兩人意見相同，滿鮮兩系均可歸屬於一個更高位階的單位，無論名

稱是「南方通古斯」或「東夷」。 

 

（二）滿與鮮之間的兩個民族體系 1：濊貊系民族 

 

1.日本見解 1900-1960s 

 

白鳥庫吉在 1909年提到「高句麗」與「扶餘」。意思表示：高句麗 

< 扶餘 < 貊 < 通古斯。10三上次男 1942對於「穢、貊」有相當精細的

研究。首先分辨出「肅慎」與「貊」與「濊」三者的不同11，其次，分 

 

                                                       
10  滿洲的通古斯中最古老的國家是高句麗，其根源是扶餘民族。高句麗屬於貊系統。〔白鳥

庫吉 1909〕 
11  最早出現的東北亞原住民是肅慎與貊，前者住在中國東北方，使用楛矢、石砮的種族；後

者是居住在滿洲東部到朝鮮東海岸的住民。此外朝鮮沿海、大河流域有名為穢的種族。

〔三上次男 1942/196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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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穢」與「貊」的差異12 ，然後更進一步指出「穢、貊」的下位階民

族有：夫餘、高句麗、沃沮。13 日野開三郎認為，濊貊族的四大分派：

沃沮、夫余、高句麗、濊。 

 

2.韓國見解 1970-1960s 

 

 

「濊」與「貊」，分別是兩族，爾後合而為一族，稱「濊貊」。但是「濊

貊」一詞的用法，有時只是泛稱，包含四種可能的語意（濊、貊、或濊或

貊、濊貊）。這樣的認知，不出三上次男的見解。但能如此闡述清楚的是

周采赫。 

 

作為「濊貊一族」解釋的，盛行在1970s-1980s。Ks2金廷鶴〔金廷鶴 1970：

426〕認為：濊、貊是同一種族，有時可將兩者連稱為「濊貊」；濊貊族形

成的國家有扶餘、高句麗、百濟等，甚至於新羅也是濊貊族。Ks4千寬宇

〔千寬宇 1988：144〕同意：高句麗、百濟，屬於扶餘系，是濊貊族。Ks5金

貞培〔金貞培 1993：31、302〕首先認為，濊、貊是不同地方的同系民族；再

多次強調，扶餘、高句麗、東沃沮、濊同文同種。 

 

                                                       
12  三上次男認為穢貊是對穢、貊兩個個別民族的總括稱呼：穢人：居住在海岸與大河邊，以

狩獵、補漁為生。貊人：居住在山谷，以高度狩獵與低度農耕為生。高句麗其中一部分就

是貊人，從生活形態上、文獻上來看，貊人與通古斯族的關係很深。〔三上次男 1942/196

6：230〕 
13  前漢時期，以哈爾濱為中心形成獨自的政治勢力─夫餘，其民族構成需要進一步了解。夫

餘決不是單一民族所組成，從其開國傳說便可知曉，夫餘的支配者從北方南下，征服原住

民（穢、貊）。高句麗的開國傳說與夫餘幾乎相同，其原住民也是穢、貊。沃沮為另一政

治勢力，又分北沃沮、南沃沮（又稱東沃沮），其原住民也是穢、貊。〔三上次男 1942/1

966：22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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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濊與貊兩族」解釋的，也同時出現在 1970s-1980s。Ks7 徐炳

國〔徐炳國 2001：27-28、58、88、95、104、124-128、130-136〕認為「濊」與「貊」

本來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濊本是古朝鮮（尤其是衛滿朝鮮）的先住民，而

貊是建立扶餘·高句麗的民族。貊族建立扶餘後，佔領並同化了在地的濊

族，形成濊貊族。扶餘社會的民族構成是，統治階層為貊族，而被統治階

層是濊族。但濊貊在不同時期，代指的對象不同，有時是濊，有時是貊。

但是「濊貊」，並不包含「滿洲·通古斯」。Ks8周采赫〔周采赫 2006：314、

350〕也認為濊與貊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濊族，先到，農耕，屬通古斯民族。

貊族，後到，係蒙古系統，為遊牧民族。兩族分分合合，力量對決，大致

經歷如下過程：韓半島上有「濊國（江陵）→ 貊國（春川）」，韓半島以

外有「契丹（貊）→ 女真（濊）→ 蒙古（貊）→ 滿洲（濊）」。周采赫

提出一個新詞「貊高麗」，認為該詞的產生，就是貊族將濊族統合的過程。 

 

（三）滿與鮮之間的兩個民族體系 2：滿通古斯系民族 

 

最早將滿洲從古迄今的民族給予系統化的是《滿洲源流考》，亦即滿族

民族史。本書乾隆42年1777奉諭官修。本書記載，肅慎－挹婁－勿吉－靺

鞨－渤海－女真－滿洲，一脈相承，數千年不替。近代的民族學研究，便是

透過專門知識去檢驗這個「肅慎系」或「滿系」的「民族系統」能否成立。 

 

白鳥庫吉的近代的研究，先將「肅慎系」或「滿系」放在阿爾泰系之

下的位階，名稱是「通古斯族」。通古斯族之下，有兩個系統，其一是「肅

慎系」或「滿系」，其二是濊貊系。由於「滿系」的記載完整，白鳥庫吉

變把注意力放在鮮系民族的建立。這種研究方向，影響三上次男、日野開

三郎，所以帝國日本學界對於滿系民族，無多建樹。朝鮮韓國學界，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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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本國民族體系的建立，除去渤海國之外，無暇他顧。真正研究心得從 

破派開始，由1980s以後的中國學界延續。 

 

史祿國的滿鮮民族系統，以語言學和民族學的證據來論證，將討論視

角提至通古斯民族與古亞細亞民族系統互動的高度。史祿國用系統的觀念

來理解民族關係，而對於系譜關係則是謹慎的，因此，他不同意肅慎與挹

婁是一脈相承。 

 

李學智顛覆了傳統滿鮮民族系譜，提出東胡系 vs 古亞洲族濊貊系的

觀點。他細緻的考證及推論，將滿鮮地域歷史上的民族歸入上述兩系，亦

言之成理。 

 

肅慎系的成立與否，是立派與破派的爭議焦點。大致而言，立派的立

論基礎在滿族皇室觀點的《滿洲源流考》，威信十足，但是稍有研究的立

派，日野開三郎、孫進己、王文光，往往就研究所得做局部修改，採取有

保留的支持。 

 

日野開三郎發表〈肅慎一名挹婁（後肅慎）考〉，是這樣解題的： 

現在學界的慣例，以肅慎之族名，指稱肅慎族及三國之後的挹

婁系種族，但兩者並不見得有關係。本文主要以挹婁系肅慎為考察

對象，又可將之稱為後肅慎，與古肅慎區別。〔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

表）/1988：183〕 

孫進己的局部修改有二。第一，將肅慎與挹婁的關係，由繼承改為並

立。第二，質疑勿吉與靺鞨之間的關係，認為兩者之間有相當出入。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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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局部修改有二。第一，將肅慎與挹婁與勿吉的關係，由繼承改為「同 

一系統中的不同部分」。第二，將靺鞨與女真之間的關係，由繼承改為並立。 

 

而其餘的滿洲地域民族之相關論述，早期如王桐齡《中國民族史》〔王

桐齡 1934/1989〕，將「中國民族」定義為一混合體，依中國王朝來斷代論

述，視滿洲地域民族為混合體之一部分。呂思勉《中國民族史》〔呂思勉 

1934/2013〕，以漢族為始，散論周邊十一族。林惠祥《中國民族史》〔林惠

祥 1936/1965〕，看似對民族系統論述完整，實則把中國分地域，以中原為

中心，從東夷開始，以逆時針方向一一對各地域加以敘述。新中國建立之

後以「中國民族史」為題的著作，如江應樑《中國民族史》（上中下三冊）

〔江應樑 1990〕、中國社科院編寫的《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八冊）〔中國

歷代民族史叢書課題組 1996〕、王鍾翰《中國民族史》〔王鍾翰 2010〕，無不是

以自定的斷代，以中原為核心，依照特定的方向來編寫，寫作意識上，早

年為建立「中國民族」的努力，後來則為確立「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

以上諸書，雖然都屬民族史，但皆僅將民族按照地域排列，並未涉及民族

分類體系的建立。 

 

（四）韓國民族：三族兩系一元 

 

朝鮮韓國兩方對於韓國民族是「三族兩系一元」構造的看法，相當一

致。三族是濊族、貊族、韓族。兩系是濊貊系、韓系。一元是指不管三族

或兩系均出自同源。如果不做細分，而把濊族與貊族合為濊貊族，便是簡

化為「兩系一元」構造。採納「一元」論，有Ks6盧泰敦〔盧泰敦 1982：132-133；

1999：508〕，採納「三族一元」論，有 Ks5金貞培〔金貞培 1993：63、87〕，

採納「兩系一元」論，有Ks1李丙燾〔李丙燾 1967：38〕、Ks3金元龍〔金元 



256                            第 36 期 2015 年 10 月 

 

龍 1976：21、25、50-51〕，採納「三族兩系一元論」，有 Ks4 千寬宇〔千寬宇 

1988：144〕。 

 

（五）韓族的族源 

 

韓族，是半島兩系內的南方系，建立的國家是新羅，相對於北方系（扶

餘、高句麗），與中國關係最淺，如何解釋與定位韓族，攸關重大。而對

於韓族內的辰韓，傳聞為中國移民後裔一事，亦為另一引人注目的議題。

韓國觀點與中國觀點，針鋒相對。 

 

韓國觀點：Ks1李丙燾〔李丙燾 1967：43-45〕分析：三韓之「韓」，是在

箕子準王南下之前未曾有過的稱呼。作者意在推斷三韓實為箕子朝鮮南下

之後裔。Ks2金廷鶴認為馬韓的土著民或可能是北方南遷的移民，或可能

再混有南方北上海洋民族的文化〔金廷鶴 1970：440〕。從三韓均有紋身的習

慣來看，三韓受到南方海洋文化的影響。三韓的民族屬性，是以先後從北

方南下的北方系民族為主體，參雜極少量南方系土著部族的混合民族。〔金

廷鶴 1970：450〕Ks4千寬宇認為「韓」，是從北方遷移來的。更仔細說， 所

謂「真蕃」，其實就是弁韓、辰韓的「弁辰」的合音。在南方的弁辰韓即

來源於北方的北真蕃。受衛滿朝鮮侵佔，北真蕃南下到韓半島東南，成為

南真蕃，即辰韓與弁韓，辰國是其此前的過渡階段。而受到衛滿朝鮮攻擊

的箕子朝鮮則渡海至韓半島西南，建立馬韓國，成為馬韓。〔千寬宇 1975：

2-5〕Ks5金貞培E說：從文獻上看，三韓看似不同，但從考古學可以發現，

三韓實為同族，都是韓族。 

 

中國觀點：Cn2孫進己認為：朝鮮語不等於穢貊語，它以新羅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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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不等於高句麗語〔孫進己 1994：141〕今朝鮮族是以新羅族為主體形成的，

高句麗族和新羅族在種族、語言上是根本不同的兩族。新羅源於韓種，今

朝鮮語是以新羅語為主體發展起來的。〔孫進己 1994：226〕 

 

而對於韓族內的辰韓，傳聞為中國移民後裔一事，亦為另一引人注目

的議題。韓國觀點是努力撇清。Ks5金貞培認為：辰韓是韓人與中國亡人

混居，弁韓與其似，馬韓與辰韓異是誇大中國因素的說法。〔金貞培 1993：

86-87〕Ks6盧泰敦對辰韓、新羅與中國系民族有關這一觀點持否定態度，

認為這是一種附和〔盧泰敦 1982：141〕。 

 

（六）古朝鮮的族屬 

 

古朝鮮，包括檀君朝鮮、箕子朝鮮、衛滿朝鮮等三個朝鮮。受到民族

主義與近代學術的影響，三個朝鮮的真偽、歷史地位、民族成分等都有變

化，在民族遭難時代檀君崇拜盛行，在事大慕華年代箕子崇拜轉盛。檀君

朝鮮住民的民族成分，有東夷說、古亞細亞族說。 

 

Ks2金廷鶴通過考古學的角度，暗示古朝鮮時期的文化特性屬於中國

民族系統的東夷族。〔金廷鶴 1970：410〕Ks4千寬宇認為，檀君時期的住民

系古亞細亞人種中崇拜熊的一支與阿爾泰系北蒙古農耕民移民融合而

成。〔千寬宇 1988：144〕Ks5金貞培對於古朝鮮，金貞培認為檀君朝鮮處在

有紋土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屬古亞細亞族〔金貞培 1993：145〕；箕子朝

鮮、衛滿朝鮮處在無紋土器時代，屬阿爾泰系的濊貊族〔金貞培 1993：1173〕。

黑龍江流域的古亞細亞族原住民混入外來的通古斯系，被阿爾泰化〔金貞

培 1993：139、1972：33〕。Ks1李丙燾箕子並非漢人，而是土著朝鮮人。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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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姓韓，因此箕子朝鮮應被稱為「韓氏朝鮮」。衛滿雖為燕人，但應該是

燕領內的土著朝鮮人後代。〔李丙燾 1967：24-26〕Ks4 千寬宇肯定「箕子東

來說」。箕子時期的住民是東夷系箕子族。既不能說它是中國人，也不能

說它是韓國人。〔千寬宇 1974：2-3〕至於衛滿朝鮮，是箕子朝鮮與北真蕃混

合而成的。〔千寬宇 1975：2-4〕 

 

（七）渤海：古代國家納入現代國家史的爭議 

 

渤海國是多民族國家，建國時粟末靺鞨（屬於「粟末靺鞨附高句麗者」

的高句麗別種）和高句麗國遺民發揮重要作用，共同成為統治階級，其他

的靺鞨人（伯咄、安車骨、拂涅、白山等四部）成為被統治階級。若以統

治階級為依據，渤海國為高句麗國的繼承國家，所以連同高句麗國一起劃

歸朝鮮韓國史領域。但若以戰人口多數的被統治階級為依據，則渤海國為

中國東北的古代民族國家。目前朝鮮韓國與中國之間的爭執在此。、 

 

韓國觀點相當一致，Ks1李丙燾〔李丙燾 1967：119〕、Ks2金廷鶴〔金廷

鶴 1970：368〕、Ks4千寬宇〔千寬宇 1966：30-32〕、Ks6盧泰敦〔盧泰敦 2003：

304〕、Ks7 徐炳國〔徐炳國 2006：48〕都持此觀點，採用親疏說法，表明渤

海（族/國）近鮮系民族而遠滿系民族。但是也另有排他性的意見， Ks4

千寬宇說「渤海史應被放入韓國史。」〔千寬宇 1966：30、32〕Ks5金貞培認

為「渤海史是韓國史，否認其為滿洲史。」〔金貞培 1988：4〕 

 

（八）靺鞨的民族構造：渤海國爭議的深化  

 

日野開三郎對靺鞨是最早也是最深入研究的人。他認為靺鞨是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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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政治集團），內部包括通古斯族系（滿系）與扶餘族系（鮮系），

他表示： 

隋書記載中的靺鞨七部，其中一部為粟末靺鞨，又稱扶余靺

鞨，很明確的是夫余後裔。另兩部（伯咄、安車骨）與滿蒙混血的

夫余族不同，是純粹的通古斯系，所以不是夫余的後裔。〔日野開三

郎 1946/1988：17〕 

隋唐時代靺鞨七部之一的白山靺鞨是沃沮的族裔。而今天海

蘭‧布爾哈圖兩河流域的間島及以敦化為中心的勒福成河（瑚爾喀

河上流）為白山靺鞨的住域。沃沮傳中有東沃沮、南沃沮、北沃沮

記載，主要是地理區分，而非族種的差異。南沃沮以咸興為中心，

北沃沮以間島為中心。東沃沮則非相對於西沃沮，而是沃沮族居住

於東方之意。〔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1988：102-103〕 

 

隋唐時代的靺鞨是對於高句麗之外的全通古斯系諸族的總稱，

其中包含各式各樣的種派，其中大約可分為七種，其中一部曰白山

靺鞨。沃沮族在隋唐時代的滿洲通古斯族也是重要的一族，被視為

白山部，而與其他諸種派有所區分。白山部的名稱是因他們居住在

太白山的北、東、南三面而得名的。在高句麗滅亡後，渤海興起，

白山部與高句麗、粟末部成為渤海國的指導種族，三者融合，構成

所謂渤海靺鞨或是渤海民族。〔日野開三郎 1948（未發表）/1988：163〕 

 

（九）高句麗：古代國家納入現代國家史的爭議 

 

朝鮮或韓國，這兩個國名，在英語都叫做Korea。Korea的語源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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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高麗」的語源是「高句麗」。因為這層緣故，雖然歷史上的高句麗的

國土在今天的中國境內，朝鮮或韓國，都理所當然認為高句麗是本國史的

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過去學界的注意力放在渤海國歸屬的議題上。 

 

但是，中國 1980s以後的立場，確有另外一種解讀。楊保隆 2001表

示：「王氏高麗統轄的居民也稱高麗族，與高句麗是性質不同的兩國和兩

族的稱號」。孫進己1994表示「穢貊族建立的夫餘、高句麗、渤海政權是

長期附屬我國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權 168」，又表示「高句麗不等於王氏高

麗。高句麗的主要領土仍在我國境內 133」，然後明確說「高句麗是北方

中國大陸來到朝鮮半島的入侵民族240」。既然認定高句麗是「入侵民族」，

便是抹去民族活動領域的觀念，改用現在國家邊界為尺標。 

結論 

（一）滿鮮兩系的糾纏 

 

根據我們現在的認知，滿洲地域的在來民族，在歷史上有 3系：東胡

系、滿通古斯系（滿系）、濊貊扶餘系（鮮系）。東胡系有幾族曾建立大國

家，鮮卑族燕魏系列國家、契丹族遼國對於中國史或北亞史都是不可或缺

的重要部分，極早引起注意，就學術研究成果而言，目前民族系統可以說

相當清楚。滿系民族，大抵以乾隆御制「滿洲源流考」為依據。在近代學

術的民族誌或語言系譜裡，東胡系與滿系等兩系都列入滿通古斯語族。阿

爾泰語系的下一位階，有三個語族，包括突厥語族、蒙古語族，以及前述

的滿通古斯語族。至於鮮系民族，歷史上在滿洲地域活躍，出現濊貊、扶

餘、高句麗、渤海等民族/國家，都在中國史或中國民族史的著作裡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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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但是在中國民族誌或中國語言系譜裡，均付闕如。理由是上述鮮系

民族均不屬現今中國民族，溢出範圍。可是個別民族屬於滿系或鮮系，經

常出現歧見，造成滿鮮兩系的邊界不夠明確而糾纏不清。 

 

鮮系民族的民族系統的浮現，是白鳥庫吉開啟的近代研究的產物。本

文羅列21家，將各家對於個別民族的認定，做成下表。 

 

表15：滿鮮民族認定21家認定總表 

 

（二）滿系民族體系的瓦解 

 

滿洲民族的近代研究，是在乾隆體系的基礎上朝解構的方向發展。幾

乎是每兩個民族之間的連結都遭到嚴格的檢驗，包括 6個連結：肅慎連結

挹婁、挹婁連結勿吉、勿吉連結靺鞨、靺鞨連結渤海、渤海連結女真、女

真連結滿洲。每個連結與否，都有正反意見。帝國日本不質疑、舊中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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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維護、新中國努力修補，但似乎都難以抵擋破派的凌厲攻勢。 

 

肅慎－挹婁－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滿洲 

 

（三）鮮系民族體系的建立 

 

鮮系民族分成南北兩系之後，個別觀點衍生出來的國家朝代觀，就有

迥然不同的面貌。[A]是南系的韓國觀點，[C]是北系的高句麗觀點，[B]

是目前較大的公約數。或許往後還會衍生出更分裂南北兩系的新中國觀點

[D]，即將南系視為韓國本身所有，而將北系視為中國民族的延伸，孫進

己說法庶幾近之。 

 

[A] 古朝鮮－前三國－統一新羅－後三國－高麗－朝鮮－ 

[B] 古朝鮮－前三國－南北國－後三國－高麗－朝鮮－ 

[C] 古朝鮮－高句麗－南北國－後三國－高麗－朝鮮－ 

 

（四）民族/民族史/國家史/國家 

 

民族認定對於個個民族認定之後，再加以連結，出現民族史。民族史

反映在國家史上，再由國家史來體認現在的國家定位。對於民族的近代的

國家，都朝這個方向發展，關係到滿鮮的現在的中國、朝鮮、韓國，莫不

如此。 

 

中國，不管新舊中國，中國民族史的研究極發達，也出版多部中國民

族史，但是這些民族史與中國通史（國家史）之間的聯繫，尚多不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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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於這些民族史的「民族分類體系」意識不夠深入，只成為史實敘述的

一個或一群民族的歷史而已。但是「歷史滿鮮民族的現在國家歸屬的問題」

既已浮到國際爭端的檯面，民族史與國家史之間不重疊的模糊空間已經越

縮越小。 

 

但是朝韓史很早便不如此，因為分裂帶來不安，因為強國毗鄰帶來不

安，尋求統一與強盛的強烈可望，轉向歷史尋求證據，也回頭來定位現況

的國家。所以對於「民族分類體系」有更多的體認與依賴。 

 

（五）研究史：應該走向基礎研究 

 

回顧 120年來的滿鮮民族研究史，前期 60年的研究方向，建樹斐然、

成果豐碩，可惜後繼乏力，後期 60年轉為建立在前期基礎上的有愛國主

義傾向的歷史解釋。回到 1900年白鳥庫吉建立阿爾泰語系民族體系的場

景，我們檢視 ethnoloque，發現：在語言系譜上的Koreanic，目前只有韓

語與濟州語兩種，無法找到古代語言，如濊貊語、如扶餘語的定位14。語

言學之外，考古學、文獻學、民族學等仍然可以發揮一百年前滿鮮民族研

究伊始時的力量。 

                                                       
14
 以李基文為代表的韓國朝鮮語學者以及韓國現行高中國語教科書（2002:16）認為，朝鮮語的

形成是一脈相承的，朝鮮半島歷史上的諸語言都是由一個共同祖語分化而來。李基文〔1971：

91；1973：51〕將其擬構為「扶餘‧韓」共同祖語，其後以南北兩系分別發展，而今日的朝鮮

語的主體則承繼南系的原始韓語，同時也受到北系分支的影響。然而，朝鮮半島三國及其以

前時期的語言材料極為匱乏，僅有的語言材料無法將「扶餘」與「韓」聯繫起來。這樣的形成

脈絡，更多是根據今日已形成的單一朝鮮民族這個既有觀念回推建構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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