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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有清一代，清廷出於選官、繼承以及掌控旗人人口的需
求，曾經采用官修方式編撰旗人家譜，大規模介入並統一管理旗人

家族人口檔案。這種官修家譜體制自清初即開始實施，經過雍正、

乾隆時期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持續至宣統末年，産生了數量龐大、

保存完整的旗人家譜檔案，内容涉及整個八旗體制下的各類旗人

羣體。旗人家譜與八旗世爵世職制和八旗户籍管理制度緊密相

關，可分爲承襲册型家譜與户籍册型家譜兩類，二者雖形式有異，

在功能上卻有内在相關性。這批家譜在呈報、編纂、審核和保管等

具體環節中，滲透了清王朝對八旗特定人羣的强烈干預與嚴格控

制，是判斷旗人身分以及諸多制度實施的重要法律依據，其内容、

性質、功用與同一時期民間“家自爲書、人自爲説”的私撰家譜迥

然有别。目前學界對這批卷帙浩繁、内容豐富的旗人家譜檔案缺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古代户籍制度研究及數據庫建設”
（１７ＺＤＡ１７４）的階段性成果，寫作過程中得到諸多師友的幫助，在此一並致以誠摯
謝意！



乏系統的認識，在先行研究中，對其文本性質尚無明確界定，本文

試圖通過對旗人家譜檔案的文書形態、法律效用和官修性質的分

析和梳理，將相關研究引入到更爲開闊的視野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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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尤其清中後期，中國古代家譜纂修達到了高峰，民

間家譜數量之多、内容之豐富、卷帙之浩繁，皆爲前代所不及，有關

研究著述汗牛充棟。相較民間家譜研究的奪目光芒，學界對同樣

浩繁的清廷爲旗人編撰的官方家譜卻缺乏足够的關注。

本文所論旗人家譜，特指清廷爲普通旗人羣體編撰的家譜，不

包含皇室、宗室專屬大、小玉牒。① 對普通八旗旗丁來説，清廷介

入旗人家族人口管理，與兩個制度密切相關：（１）八旗世爵世職
承襲制度；（２）八旗户籍制度。由此形成了承襲册類型家譜以及
户籍制度下的家譜，兩種家譜雖然依托的制度不同，但在功用上卻

存在内在相關性。

户籍制度下家譜包括“家譜”、“家譜圖”，主要以家譜樹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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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玉牒是清代的皇室譜系，從順治十七年（１６６０）開始編修，每十年一次，直至清亡後
的 １９２１年（“宣統”十三年末），統共修了二十八次，計兩千餘册，包括了從太祖努
爾哈赤父系開始，到民國初年止的皇族子孫名字，共二十餘萬人，全面地記載了皇

家宗室的人員情況，内容相當豐富。這批檔案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簡稱“一

檔館”），遺憾的是一檔館目前未向公衆開放，普通研究者無緣進行相關研究。與玉

牒緊密相關的是涉及宗室、覺羅的小玉牒以及生、卒、女子清册等檔案，自順治十二

年起，清廷即規定每年正月初十日以内，宗室、覺羅需將人丁册籍報送宗人府。乾

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奏准，宗室覺羅所生子女，一年要報告四次，每三個月一次，查明
造册報宗人府，清廷依據這些呈報最終形成玉牒。一檔館藏《清代譜牒檔案》收録

了記載宗室世系的“小玉牒”，約六十餘册。這套户籍登記系統較爲特殊，與普通旗

人有較大差異，本文主要以普通旗人户籍系統爲討論對象，此部分内容暫不討論。

參見邱源媛《清代旗人户口册的整理與研究》，《歷史檔案》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頁 １２９—
１３８。



式呈現。世職世爵制度下承襲册，指清廷爲了保障八旗人丁承襲

父輩世職世爵所要求編撰的家譜，滿、漢文均有，此類册籍的内容

與功能基本相似，但名稱卻非常繁雜，有“譜檔”、“緣由家譜”、“襲

職册譜”、“襲官敕書册”、“世職官員家譜”、“世爵襲官敕書册”、

“世爵世職册”、“襲職原由譜檔”、“家譜片單”、“世職世爵承襲家

譜”等等，没有統一名稱。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學界尚缺乏

討論，爲行文之便，筆者將其統稱爲“承襲册家譜”。① 承襲册家譜

的主要内容有兩個部分：文字敍述該家族佐領職位承襲的情況，

有些類似私修家譜中的家族源流；詳細的家譜圖，涉及到家族的各

個支系。大部分承襲册文字、家譜圖兩部分都有，少量承襲册僅有

文字或家譜圖。

清廷編撰旗人家譜的行爲始於入關之前，一直持續到清末，産

生了數量龐大、涉及整個八旗羣體的人口、家族信息檔案。其中，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至宣統末年（１９１１），即 １８ 世紀中前葉至 ２０ 世紀
初期的旗人官修家譜保存最爲完好。這批旗人官方家譜尚缺乏完

整的系統性整理，到底有多少册籍、涉及多少人口，至今仍無定論，

但其編撰執行於整個八旗系統，持續了二百餘年，這一點是毫無疑

問的。

目前學界的承襲册家譜、户籍册家譜大致有兩個研究方向，細

谷良夫、趙令志、承志、綿貫哲郎、關康等學者以八旗世爵世職承襲

制度爲主，通過該類型的家譜來討論承襲制度的發展、變化，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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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與清代旗人人口相關的册籍，普遍存在名稱雜亂的情況，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

尚無學者深入討論。筆者曾梳理過各類册籍的名稱，産生原因有待進一步討論。

參見邱源媛《清代旗人户口册的整理與研究》，《歷史檔案》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頁 １２９—
１３８。



各種職爵的承襲狀況。① 另一個方向，則以户籍制度爲依托，以

１９８０年代美籍學者李中清引入的人口學思維模式爲研究基點，對
旗人的人口數量、人口行爲、家庭模式等問題進行討論。在人口學

的方向上，定宜莊、郭松義等學者雖然從史學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努

力與調整，但在人口學模式研究理路的影響下，清代旗人户籍册研

究與其他斷代較爲傳統的户口研究方式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其中

較爲顯著而根本性的一點，即尚未對數以萬册的人口信息檔案史

料進行明確界定，到底哪些屬於户口册，户口册裏面不同類型册籍

有什麽不同作用，以致産生不同的類别，如何定名等等。② 本文所

涉及的兩類檔案：承襲制度下的家譜、户籍制度下的家譜，學者們

也一般性較爲模糊、籠統地放在户口册範疇下使用。對這兩類册

籍進行界定與梳理，是筆者寫作的初衷，本文將二者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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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參見細谷良夫《關於盛京鑲藍旗新滿洲之〈世管佐領執照〉》，《江上波夫教授古稀

記念論集（歷史編）》，東京，山川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細谷良夫《關於盛京鑲藍旗新滿
洲〈世管佐領執照〉———以世管佐領之承襲爲中心》，《文經論叢（歷史編）》第 １０、
１１、１２號，１９７７年。綿貫哲郎《關於所謂〈八旗世襲譜檔〉》，《滿族史研究通信》，東
京，滿族史研究會，２０００年，頁 ８７—９４。承志《八旗社會的根幹———牛録分類與佐
領承襲》，《東洋史研究》第 ６５卷第 １號，２００６年。趙令志、細谷良夫《〈欽定揀放佐
領則例〉及其價值》，《清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頁 １１０—１１８。關康《論清代族中
承襲佐領》，《滿語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１ 期，頁 １１７—１２４。關康《勛舊佐領與世家———
以額亦都家族爲例》，《滿族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頁 ５３—６３。關康《清代優異世管
佐領考———以阿什達爾漢家族佐領爲中心》，《民族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頁 １０７—
１２６。
參見李中清、郭松義主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爲和社會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佟永功《盛京内務府户口册解析》，《清史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頁 ６７—
７０。李中清、康文林（Ｊａｍｅｓ 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７７４ １８７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Ｐａｓｔ Ｔｉｍ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郭松義、李中清、定宜莊主編《婚姻家庭與人口行爲》，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康文林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上海社會
科學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形態、功用等問題與兩種制度相聯繫，希望以此爲切入點對清代旗

人官修家譜做一梳理。

一　 八旗世爵世職制下的旗人家譜

八旗職、爵承襲的濫觴，始於入關前，努爾哈赤天命六年

（１６２１），即有“我所擢用之大臣，凡盡忠者，或陣亡或病故，即令其
子承襲其父所升之職。爾等官員，倘爲國捐軀盡忠，則爾之子孫亦

將襲爾之職也”①的詔令，天命八年也有賜戰死功臣職位，並“賜其

子孫世襲罔替”②的做法。該制度逐漸發展、完善，並持續到清末。

如何承襲、由誰來承襲，是世爵世職制度中最爲關鍵的一環。無論

是世襲罔替，還是按次承襲，不同時期的承襲規則雖有不同，但都

需要證明繼承者的身分。承襲册家譜即爲八旗世爵世職承襲提供

了重要的法律憑證，清廷以承襲册家譜爲據，按其後裔的親疏遠

近，確定承襲名分。鑑於此類册籍名稱混亂，筆者需要再次説明，

本部分所出現的多種册籍名稱，如“家譜”、“敕書家譜”、“世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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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滿文原文“ｍｉｎｉ ｔｕｋｉｙｅｈｅ ａｍｂａｓａ ｇｕｎｇ ｎｉ ａｋūｍｂｕｆｉ，ｄａｉｎ ｄｅ ｂｕｃｅｃｉｂｅ，ｎｉｍｅｋｕ ｄｅ
ｂｕｃｅｃｉｂｅ，ａｍａ ｉ ｗｅｓｉｋｅ ｈｅｒｇｅｎ ｂｅ，ｊｕｉ ｄｅ ｕｔｈａｉ ｂｕｍｂｉ，ｈａｆａｓａ ｓｕｗｅ ｄｏｒｏｉ ｊａｌｉｎ ｄｅ ｗａｊｉ
ｓｅｍｅ ｔｏｎｄｏｉ ａｋūｍｂｕｃｉ，ｓｕｗｅｎｉ ｊｕｓｅ ｏｍｏｓｉ ｄｅ ｉｎｕ ｓｕｗｅｎｉ ｈｅｒｇｅｎ ｂｅ ｕｔｈａｉ ｂｕｍｂｉｋａｉ”，滿
文參見《滿文老檔》第十二《太祖Ⅰ》，東洋文庫叢刊，昭和三十年（１９５５）版，頁
４５０。漢文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注《滿文老檔》第三十一册“天命六年十二
月”，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頁 ２７８。
滿文原文“ｊｕｓｅ ｏｍｏｓｉ ｊａｌａｎ ｈａｌａｍｅ ｅｊｅｈｅ ｓｉｒａｒａ ｇｕｎｇ ｂｕｈｅ”，滿文參見《滿文老檔》第
十二《太祖Ⅱ》，東洋文庫叢刊，昭和三十一年版，頁 ７０１。漢文參見中國第一歷史
檔案館譯注《滿文老檔》第四十八册“天命八年三月至四月”，頁 ４４３。滿文原文
“ｊｕｓｅ ｏｍｏｓｉ ｊａｌａｎ ｈａｌａｍｅ ｅｒｅ ｈｅｒｇｅｎ ｂｅ ｌａｓｈａｌａｒａｋū”，滿文參見《滿文老檔》第十二《太
祖Ⅱ》，東洋文庫叢刊，昭和三十一年版，頁 ７５２。漢文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
注《滿文老檔》第五十一册“天命八年五月”，頁 ４７８。



譜”、“襲職家譜”等均指承襲册類型家譜。

就目前筆者所檢，旗丁在承襲官爵時需要承造家譜的規定最

早見於順治年間：

（順治年間）定旗員於承襲官爵時承造家譜，故將有分親支

子孫不行造入者，降三級調用，若承造家譜將同祖親屬姓名疏

忽遺漏者，罰俸三月。①

這條史料是清廷針對旗丁承襲官爵，承造家譜有疏漏、混淆之失所

做的處罰規定，换言之，承造家譜這一規制的出現應該早於該時

期。

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針對内府三旗世爵，清廷規定：
議準凡承襲内府三旗世爵，該參領覈明敕書家譜親疏支

派，並據該佐領、内管領保結，並呈總管。仍將應襲之人移咨

該旗引見，承襲原呈保結存司備考，該旗移會到日咨行俸

禄。②

依據敕書家譜的親疏支派選擇承襲旗丁，同時根據該佐領、内管領

的保結，呈報内務府總管。該史料清晰地體現出，敕書家譜是内務

府三旗世爵承襲時首要的選擇依據。

雍正而下，清廷對承襲類型的家譜繪製要求得越發精細和嚴

格，一方面，由於國家相對穩定，繪製家譜逐漸形成定制；另一方

面，八旗人丁滋生，各佐領下子孫已逾當初數倍，無缺旗丁亦日益

增多，故各世襲職、爵承襲時，其後裔爭訟之事屢奏不絶。家譜在

定繼承中的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雍正、乾隆年間，清廷不斷發布

承造家譜的各種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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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一七“兵部·職方清吏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６２３册，頁 ４７６上。
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六四“内務府·都虞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６２５册，頁 ３０３下。



以佐領爲例，清代八旗佐領有可世襲和不可世襲之别，有學者

也稱爲私屬、公中兩大類。私屬，即可世襲佐領，包括勛舊佐領、優

異世管佐領、世管佐領、輪管佐領、族中承襲佐領等，不可世襲佐領

即公中佐領。① 凡世襲佐領承襲之時，需承造家譜。

雍正元年，奉旨補授世襲佐領，若有應行列名而不列名者

於家譜本名之下，注明情由。

（雍正）三年，奉旨，嗣後八旗世襲佐領家譜内，著將原立佐

領人之子孫，按其名數盡行開入，如一譜不能盡書，即繕兩譜。

具奏。

（雍正三年）又奉旨，八旗世襲佐領，凡應列名之人，如遇患

病、緣事一切情由，均於本人名下注眀。②

正黄旗漢軍副都統蘇巴禮奏，世管佐領，雍正三年，設立

家譜，遠族概不准入。今辦理世管佐領，竟有以遠族未入譜

者，因曾經管過，遽准備用。原編佐領親弟兄之子孫，轉以未

經管過不准。夫遠族接管之故，非因原編之子孫幼小，即係尚

未生立，原非有應得之分。請敕下八旗，查明更正。除嫡派及

親弟兄無嗣者，另行酌議外，其有嗣者，正陪備用，俱於原編佐

領子孫及親弟兄之子孫，分别酌定。遠族雖經管過，不准列入

備用。得旨：此奏不無所見。著原議之王大臣，秉公詳議以

·７３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②

關於佐領的繼承問題，治八旗史學者做過不少研究。參見趙令志、細谷良夫《〈欽定

揀放佐領則例〉及其價值》，《清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頁 １１０；關康《論清代族中
承襲佐領》，《滿語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１ 期，頁 １１７；關康《勛舊佐領與世家———以額亦
都家族爲例》，《滿族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頁 ５３；關康《清代優異世管佐領考———以
阿什達爾漢家族佐領爲中心》，《民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頁 １０７—１０８。
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七五“八旗都統·授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６２５册，頁 ５３４上—下。



聞。①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至三年，清廷開始頒行具體條令，對以承襲爲

目的的旗人家譜如何編撰、哪些人需要記録、哪些概不准入、家譜

書寫格式等内容加以規範，雍正帝連續推出相關政令，希望藉此緩

解因承襲而造成的爭端。然而家譜的實際效果，與官方預期存在

比較大的差距。

雍正五年，清廷以旗人家族所送家譜遺漏錯誤，妨礙了世職承

接，以確保旗下襲職爲由，規定凡世職家譜均需提前交給相關旗人

保管，遇有缺出，召集參領、佐領、驍騎校、領催、族長等，取出家譜，

查對明晰，奏請承襲：

（三月）管理旗務王大臣等議覆，副都統博第奏言，旗下襲

職，向於缺出後，方行傳集參領、佐領、驍騎校、領催、族長等取

具家譜。其所送家譜，旗下無憑查對，不無遺漏錯誤。請嗣後

凡係世職家譜，預取保結，校對鈐印，存貯本旗衙門。遇有世

職缺出，查對明晰，奏請承襲。從之。②

這條史料中，需要特别注意“其所送家譜，旗下無憑查對，不無

遺漏錯誤。嗣後凡係世職家譜，預取保結，校對鈐印，存貯本旗衙

門”。可見，此前家譜僅存於旗人家族，官方並無備份，每次承襲，

旗人家族出具家譜，是爲承襲憑證。但由於官方没有相應檔册以

供查對，旗人家族很容易私改家譜，從而造成訟爭，官方對此也難

以判斷孰是孰非。從不同時期的文書內容來看，也可判斷一二。

相比乾隆朝承襲册家譜，雍正朝家譜開篇部分一般會陳述爭奪世

·８３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②

《清高宗實録》卷八一乾隆三年十一月辛未，《清實録》（１０），北京，中華書局影印，
１９８５年，頁 ２７４下—２７５上。
《清世宗實録》卷五四雍正五年三月庚戌，《清實録》（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
１９８５年，頁 ８２４下—８２５上。



職世爵所産生的訴訟官司，然後才是家族源脈文字敍述（如佐領源

流）以及家譜樹兩項內容，雍、乾時期，承襲册家譜書寫的差異及其

變化因素，可見一斑。① 官方由此開始保存旗人家譜，家譜經過預

取保結，校對鈐印之後，存放在各旗衙門，以備承襲之用。

雍正五年，旗人家譜由此前的家族保存，變爲交由官方保存，

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旗人家族因私修改家譜的個人行爲。此後，但

凡出現爭訟，以官方保存的家譜爲判定依據，旗人家譜書寫徹底進

入國家行政管理體系。該規定的確立以及此後的完善、執行，對於

我們認定承襲册家譜的官方修譜性質，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此後，清廷屢次要求旗人呈交家譜，以備缺出時揀選。然而條

例初成，無論是朝廷，還是旗人，對於家譜的呈報都顯得不够嚴謹。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再次降旨核定承襲家譜：

乾隆元年，諭八旗專管佐領及佐領下人等，彼此爭訟不

息。是以皇考特降諭旨，交内閣恭察實録，定爲原管佐領、世

管佐領，業經傳行八旗，再此内或别有情由，其心不服者，令將

緣由聲眀，於雍正九年已降旨通行曉示。迄今數載，鑲黄旗都

統始行察奏，則别旗仍有似此者，亦未可定。今若不覈定，則

爭訟將無底止，著總理事務王大臣察辦，如何永著爲例。

……議準八旗原管佐領、世管佐領，其原得佐領緣由，並

佐領下人原繫何處人編入此佐領，均覈眀造册，自佐領以下至

兵丁閒散，均開列姓氏，於本名下畫押，該旗彙總具奏。將畫

押册籍鈔録三本，一本存本旗公署、一本存兵部、一本兵部鈐

印交該佐領收貯，以備稽考。如日後再有爭告之人，即覈對原

册，將爭告之人送部治罪。佐領襲替時，將新襲人姓名增注於

·９３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譜牒檔案》卷六四至六五，雍正朝“八旗都統等

爲世職世爵承襲事宜的奏折及家譜、片單等”。



册。本旗族長亦别造一册存貯，其族長更换時，仍行交代。該

旗於歲終將各佐領族長等存貯之册點驗，若有遺失損壞，私行

改竄者，本人交部治罪，仍將將原册較對更正。①

乾隆帝要求將佐領緣由、佐領下人及其來源，核對清楚並造册。每

位旗丁需要在本名下畫押，該旗彙總奏報，將畫押册籍抄録三份，

一本存放在本旗公署，一本存放在兵部，一本兵部鈐印後交回該佐

領收存。此外，本旗的族長再造一册存留，即便族長更替，册籍也

要一代一代往下傳。每年年末，各旗需檢查各佐領族長存留的册

籍，如果有遺失、損壞，或者故意篡改，要被拿問治罪，該册籍要與

官府保存的原册對比後進行更正。

乾隆三年十一月，乾隆帝又下諭旨：

從前八旗承襲世職官員佐領時，並無家譜，皆由管旗大臣

揀選奏放。嗣恐管旗大臣辦理偏私，雖添家譜，而或有將不應

與挑之人挑選，將應挑之人反爲裁減。且於佐領原由，亦多不

明晰，八旗佐領根原，若不詳查酌定，日後必至爭訟不息。因

屢降諭旨，交王大臣等詳細查辦。②

在乾隆帝的眼中，此前的八旗家譜製作形同虚設，承襲世職官員時，

並不以家譜爲依據，皆由管旗大臣揀選旗丁。雖有家譜，卻因辦理

不公，將不應挑選之人挑選，應挑之人卻反而被裁減。而且佐領緣由

存在很多不明晰之處，如果不詳加審辦，必定會爭訟不息。乾隆帝進

而指出旗人家族呈交給官方的旗人家譜，在書寫方面隨意性較大：

所繪家譜，只將有分人員繪入，無分人員裁減。或不論有

分無分，概行繪入家譜，將其事故注寫於旁。所辦均未詳細。

·０４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②

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七五“八旗都統·授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６２５册，頁 ５３５上—下。
《清高宗實録》卷八〇乾隆三年十一月戊午，《清實録》（１０），頁 ２６０上—下。



再閲八旗所進家譜，有由原立佐領内分出一二佐領者，亦有分

出數佐領者，其奏放所分出佐領時，有於原佐領上貼黄簽者，

亦有於分出佐領上貼黄簽者，八旗所辦，並不畫一。①

有的旗人家族僅僅將能够承襲世職之人載入家譜，有的家族無論

有分無分，載入所有人丁，並在人丁旁標注清晰；有的家譜，於原佐

領上貼黄簽，而有的卻在分出佐領上貼黄簽。諸如此類，缺少統一

規範。因此，乾隆帝下令：

今既清查佐領根原，永垂定例，若不詳細查明，定爲畫一

章程，將來復生爭端，管旗大臣亦難遵行辦理。所有佐領根

原，除令原派出之王大臣詳細議奏外，著派慎郡王、公訥親、都

統都賚、副都統永興、李元亮等，將王大臣所議奏之佐領，詳加

斟酌，分别定爲應擬正、擬陪、擬備之分。其應入家譜與不應

入家譜，貼簽何以分别明白等處，詳爲畫一辦理。其八旗世襲

官員，襲職家譜亦著一并詳查定擬具奏。②

經過雍正朝及乾隆初年的完善，承襲册家譜的製作逐漸成爲

定制，每十年編修一次。每次造册二份，一份鈐用旗印，交内閣存

儲；一份鈐用參領關防佐領圖記，存儲旗署。每年歲末，將新襲職

旗丁、每年續生子孫，添注在册，每十年編修一次後交内閣。

凡襲職家譜，造册二分，一鈐用旗印，交内閣存儲。一鈐

用參領關防佐領圖記，存儲旗署。歲終，將新襲職之人，及續

生子孫，添注册内，至十年將修過之譜，匯交内閣。③

藏於一檔館的清代譜牒檔案第 ３１—３９卷佐領根源册“漢文八
旗世襲譜檔”，現存有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嘉

·１４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②

③

《清高宗實録》卷八〇乾隆三年十一月戊午，《清實録》（１０），頁 ２６１上。
《清高宗實録》卷八〇乾隆三年十一月戊午，《清實録》（１０），頁 ２６１上—下。
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卷六八“八旗都統”，北京，線裝書局影印，２００６ 年，頁
７８８上。



慶八年（１８０３）、嘉慶十八年（１８１３）、道光三年（１８２３）、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咸豐三年（１８５３）、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光緒九年（１８８３）、光緒十九年
（１８９３）、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雖某些年份略有出入，但基本按
每十年一修的規律持續到清末。①

承襲册家譜漢文、滿文均有，篇幅較長，内容詳細。一般由文

字敍述和家譜圖兩部分構成：文字敍述了該家族佐領職位承襲的

情況，類似私修家譜中的家族源流；家譜圖，一般來説某個旗人家

族有幾支人丁，就會繪製幾幅家譜圖。從檔册所載内容來看，承襲

職位、爵位的家族支系記載得更爲詳細，文字敍述部分，往往只記

録承襲職位的個人情況。該特點與其編撰目的緊密相關，承襲册

家譜是家族成員承襲世職世爵的憑證，每十年編修一次，以確定承

襲關係爲重。然而家譜圖上，大部分承襲册家譜保存了其他支系

的人丁情況，不少册籍對其他支系人丁的記載還十分詳細，不亞於

承襲支系。整體來看，承襲册家譜規模普遍較大，一般爲十餘頁，

不少家譜有數十頁，乃至上百頁之多。

帶有官修家譜性質的承襲册類型家譜，與起源於努爾哈赤時

期的八旗世職世爵制度密切相關。順治年間，清廷規定旗人於承

襲官爵時，需要承造家譜。此時的家譜由旗人家族負責撰寫，並保

存管理，每次承襲時呈交官方，以爲憑證。該時期的承襲册家譜，

雖具備助選官、定繼承的作用，但仍屬於私家編撰、收存，官方介入

有限。雍正五年，清廷規定所有家譜均需“存貯本旗衙門”，最大

程度地限制了旗人家族因私修改家譜的個人行爲。此後經過乾隆

朝不斷完善，旗人承襲以官方保存的家譜爲法定依據形成規制，旗

人世職世爵制度下的家譜書寫徹底進入國家行政管理體系。

全滿文承襲册家譜：

·２４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綿貫哲郎《關於所謂〈八旗世襲譜檔〉》，頁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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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漢文記世系、滿文記家譜的承襲册：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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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　 鑲黄旗内務府清平管領下雲騎尉嵩慶襲官敕書册
（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局部）①

·６４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譜牒檔案》，襲 ３０８册。



　 　 全漢文承襲册家譜：

圖 ３　 鑲黄旗漢軍王福佐領下一等順勤侯英俊譜檔
（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局部）①

二　 八旗户籍制度下的旗人家譜

清代旗人户籍制度始於清初，爲了加强對旗人人丁的控制，清

廷建立了三年一比丁的嚴格人口登記制度：

八旗壯丁，歲有增益，立法編審，最爲詳密。……國初

定：……八旗新添壯丁，每旗編佐領三十，有逃亡缺少者，於

·７４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譜牒檔案》，襲 ０３０册。



諸王、貝勒、貝子等府壯丁内，撥補足額，仍將該佐領治罪。嗣

後每三年編審一次。①

由于八旗人丁對所屬旗主有人身依附關係，人丁册最初始、最根本

的作用就是“有逃亡缺少者……撥補足額”，從而保障王公貴族的

利益。

旗人是清代國家之根本，嚴格管理、控制旗人人口是清廷始終

没有放鬆的要務。八旗户口册編撰制度一直執行到清末，目前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遼寧省檔案館，是國内收藏清代旗人户口册

數量最大、保存最好的兩家單位。遼寧省檔案館《盛京内務府户口

册》共有三千六百餘册户口册，②登記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大約一

百餘萬不同種類、不同身分的人口情況。③ 一檔館《清代譜牒檔

案》所藏户口册的編撰時間從雍正元年（１７２３）至宣統末年
（１９１１），約計一萬册，記載詳細、内容豐富，既有滿文也有漢文。每
一册檔案中所含件數不同，有一件或數件、數十件，甚至上百件檔

案，具體數量尚無統計。④ 二者相比，遼寧省檔案館《盛京内務府

户口册》是區域性的，以盛京旗人爲主；一檔館《清代譜牒檔案》所

藏户口册帶有國家性質，涵蓋全國所有旗人。

關於旗人户口册，學者們已經從人口史、制度史、社會史等方

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康文林等先生對

遼寧省檔案館《盛京内務府户口册》的研究，成果豐碩，出版了不

·８４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②

③

④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七，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頁 ２９６—２９９。
佟永功《盛京内務府户口册解析》，《清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 ２期，頁 ６７。
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康文林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頁 １１。
２００８年夏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開始全面實行檔案查閲電子化政策，《清代譜牒
檔案》也在其中。經過多年整理，一檔館終於在 ２０１３年夏將這批檔案編目，以膠片
形式公開，供讀者查閲。筆者通覽整個户籍史料，爲其數量的巨大和保存的完好而

感到驚歎。這批檔案的整理尚存在諸多問題，限於條件，以筆者個人之力，無法統

計檔案件數，故本文主要以“册”爲單位進行統計。



少高質量的文章、專著。① 同時，李中清先生團隊耗時二十餘年，

將該檔案數據化，建立了中國遼寧多代人口數據庫（Ｃｈｉｎａ Ｍｕｌｔ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Ｌｉａｏｎｉｎｇ），學者可以從數據庫中進行旗

人人口的數字化分析，給研究帶來了諸多便利。

需要注意的是，學術界尚未對這些檔册進行嚴格的界定、分類

和命名，但凡有關人口、户籍的册籍，往往都被納入户口册的研究

範圍，這樣的做法容易産生歧誤。不同類型的旗人户籍，在編撰方

式、編撰目的以及内容等方面差異甚大，名稱也相當繁雜，即便相

同類型，也存在多個名稱。在學術界慣常的研究範疇之内，旗人户

口册大體可分爲人丁册、家譜、承襲册、三代册、俸銀、俸米册、生、

卒、女子清册等，這些與户籍信息有關的册籍，是否都稱爲户口册，

是需要學界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以上文分析的承襲册爲例，這類

册籍在一檔館目録歸類中被劃分在清代譜牒檔案部分，筆者本人

在此前的研究中，也未加區分地將其放置在户籍系統下考慮。但

究其産生根源、發展脈絡，承襲册家譜的要務乃是選官和繼承，並

非統計人口，不能簡單歸爲户口册之列。歸入户口册下的每種册

籍的性質、作用是什麽？針對什麽樣的八旗人羣？什麽時候開始

編撰的？清廷如何編撰？諸如此類的問題，尚有大量空間留待學

者去梳理和討論。本部分重點討論與官修家譜有關的檔案，即户

籍系統下的旗人家譜。

·９４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參見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呈報制度》，《歷史檔案》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頁 ８０—８９。李
中清、郭松義主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爲和社會環境》。佟永功《盛京内務府户口册

解析》，《清史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頁 ６７—７０。李中清、康文林（Ｊａｍｅｓ 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７７４ １８７３。郭松義、李中清、定宜莊主編《婚姻家
庭與人口行爲》。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康文林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

邱源媛《清代旗人户口册的整理與研究》，《歷史檔案》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頁 １２９—１３８。



這種家譜與上文提到的承襲册家譜既有相似之處，也有明顯

不同。相似之處在於它們的功能，均爲定繼承之用。不同之處是，

承襲册家譜主要用於正身旗人，而筆者過目的户籍系統下的家譜

（家譜圖、家譜檔），則適用於投充一類的八旗奴僕。此類人丁雖

無所謂世職世爵承襲之説，但諸如莊頭、園頭，煤、炭、炸丁等，在新

老户頭接替之際，如何頂補、誰來頂補，清廷均有嚴格規定。以莊

頭爲例，莊頭出缺由誰承替，是維持一個莊園穩定和發展的關鍵。

按朝廷規定，因老病正常告退而非革退的莊頭遺缺，俱准更名與長

子、長孫，如果没有長子長孫，即依近支、遠支依次按次序承

替。① 貫徹該規定的依據，即八旗人丁户口册籍，官方掌握莊頭家

族世系，並以此確定莊頭職位的承替。

清代的皇莊，能够較長時期並穩定地存在發展，是由於有

一套比較完整的經營管理方法……對莊頭的身分地位、頂補、

革退等，都有一些具體的規定，並建立丁檔、家譜制度，以作查

考的依據。②

此處“丁檔”、“家譜”，即旗人的人口登記册籍。

“丁檔”在檔案中經常用“人丁户口册”、“人丁檔册”、“比丁清

册”、“比丁册”、“丁册”、“花名丁册”、“花名册”、“户口清册”、“莊

頭丁檔”等名稱，爲便於行文，本文統稱爲“人丁册”。其内容包括

旗丁的祖上三代、妻子、兒子及孫子，此外，還會收入户主的侄兒、

族侄、族弟、族叔、族堂祖及其家屬，往往包括數十到上百人不等。

·０５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②

如果是被革退的莊頭，其後裔不能頂補莊頭職缺，需要通過法定程序，先由有資格

充任莊頭的投充人丁報名申請頂補，通過官方資格審查後，在官方的監督下抽籤决

定由誰來充當新一任莊頭。參見邱源媛《土地、繼承與家族：八旗制度影響下的華

北地方社會》，《歷史人類學刊》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頁 ２７—３３。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前

言”，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頁 ３。



以記録在世者爲主，過世之人一般僅記載户主的祖上三代、妻子以

及直系子孫，標注“故”、“亡”等字樣。

“家譜”，包括“家譜”和“家譜圖”兩種。前文已述，人丁册是

旗人户籍制度最爲原始的檔册，而家譜的編撰則始於乾隆年間，遠

遠晚於人丁册。家譜纂修的相關記載不見於《清實録》、《清會典》

等官方史册，卻在檔案中留下了相當多的信息。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六月初四日莊頭處呈稿載：

查乾隆四十九年設立莊頭、投充等家譜，原爲伊等遇有缺

出更名頂替時，照依家譜支派考查丁册姓氏安放，以免遺漏舛

錯之虞。至造辦家譜時，俱憑該莊頭、投充等自行開寫呈遞，

職等並未身臨其境，至該莊頭、投充等更名頂替時，家譜與丁

册往往多有參差不一，今遇比丁之年，請交比丁官就近詳加查

辦，務使丁檔家譜均歸畫一，以憑辦理，以免舛錯。①

莊頭、投充等旗丁需要同時呈遞家譜與丁册，這條規定始於乾隆後

期，晚於清廷對其他旗丁承襲册家譜編撰的要求。與佐領等旗丁

的承襲册家譜相似，莊頭、投充呈報家譜的作用，也是爲了遇有缺

時，依照家譜支派人丁，便於朝廷確定更名頂替等事項。從這份檔

案所透露出的情況分析，此前人丁册一直是官府製辦，而家譜卻是

自行編寫呈遞。因此，丁册與家譜有很多不吻合之處，比丁官員需

要調查，讓二者統一。這跟承襲册家譜在雍正五年（１７２７）歸由各
旗衙門編撰、保管，有相似之處，自此而下，八旗各機構奉諭令編修

家譜，家譜也由官方統一編撰、管理、保存：

乾隆五十年奉堂諭，令職司立定各莊頭家譜，分晰支派遠

·１５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内務府呈稿，“爲呈明請交比丁官員就近查辦乾隆五十二年

丁檔家譜事”，檔案號：０５ 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四日。



近，俾得一目了然，實爲妥善。①

關於如何製造家譜，限於官書史料的缺乏，我們借助檔案資

料，梳理每三年比丁之時家譜造辦的基本步驟。以嘉慶三年

（１７９８）四月，内務府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呈報的比丁情況爲例：

首先，比丁官員於比丁之年調取前次（乾隆五十八年）比丁丁

檔、家譜，携帶丁檔、家譜到各處查辦當年人口：

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呈，爲咨送丁檔事。由堂抄出，據派

出查比銀兩莊頭、投充等丁口員外郎德敏呈明内開，切職蒙派

查比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所屬莊頭、投充名下親丁、壯丁人

口，隨調取該處五十八年分丁檔、家譜，携帶前往各該地方，將

莊頭、投充各名下親丁、壯丁等按檔逐一詳細查辦。②

這裏的丁檔、家譜均屬於官方正式文書，蓋有八旗機構的官方印

章，不少檔案有“即將該處鈐用司印丁檔、家譜携帶前往各該地

方”③的記載。

其次，比照前次（乾隆五十八年）比丁情況，將三年來陸續病

故、分撥親王府、開除旗檔等旗丁不再載入册内，同時，將呈報的新

入人丁載入册内。具取各屯領催等官員並無隱瞞遺漏的保結，以

及新入幼丁没有抱養過繼、冒名頂替等情況的甘結：

據乾隆五十八年查比丁檔内載，男丁共四千九百二十四

名，女丁四百三十口。自五十八年以後，陸續病故親丁、壯丁

等二百三十九名，女丁四十六口；分撥永貝勒成親王府莊頭、

投充等男丁四百五十九名，女丁十六口；開除旗檔親丁等四

·２５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②

③

嘉慶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都虞司呈稿，轉引自《清代的旗地》，頁 ６０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内務府呈稿，“爲咨送本處銀兩莊頭投充等丁口家檔事”，檔

案號：０５ 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嘉慶三年四月十二日。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莊頭處呈稿，轉引自《清代的旗地》，頁 ６００—６０１。



名。現有男丁四千二百二十二名，女丁三百六十八口。職此

次新比入檔幼丁二百六十九名，共新舊現有男丁四千四百九

十一名，女丁三百六十八口。所有查比過丁口，皆取具各該屯

領催等並無隱瞞遺漏甘結及新入幼丁内亦無抱養過繼、冒名

頂替情弊之甘結，職俱已查明。①

第三步，製作丁册兩份，共十四本；家譜兩份，共十二本。呈交

本處關防加蓋印章，並將一份丁檔、一份家譜留存在本處關防，以

備查看。再由内務府將一份丁册轉交給户部，内務府保留一份家

譜：

相應造具丁册二分，共十四本；家譜二分共十二本；呈明

堂臺，請交該處鈐用印信，將丁檔一分、家譜一分存於該處備

查。其應行咨送户部丁册一分，由該處照例呈明轉送户部。

其家譜一分，亦由該處交堂存案備查外。職此次新比入檔幼

丁二百六十九名，理合開列粘單呈明，伏候堂臺批准，以便交

該處查照辦理，等因，抄出。應將比丁官呈明移送莊頭、投充

等丁册十四本、家譜十二本鈐用本處關防，除本處存留丁册、

家譜各一分備查外，其餘家譜一分送堂，丁册一分咨送户部存

查可也。爲此具呈。②

這是一份完整的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爲咨送丁檔事”呈報檔案。

作爲一個典型的家譜編纂呈報實例，該檔案完整、清晰，人丁開除

或載入都很清楚，没有不合規範或者令人疑惑的地方，較好地體現

了勘察人丁的基本環節。

然而大部分案例不會如此清晰完整，檔案史料呈現出各種問

·３５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内務府呈稿，“爲咨送本處銀兩莊頭投充等丁口家檔事”，檔

案號：０５ 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嘉慶三年四月十二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内務府呈稿，“爲咨送本處銀兩莊頭投充等丁口家檔事”，檔

案號：０５ 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嘉慶三年四月十二日。



題，比丁檔中不符合規則被駁回、人丁來源不清存疑要求覆核等

等，諸如此類，需要一一列出。如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莊頭處呈報

丁檔事：

又經該處將呈堂已更名之莊頭二十四名、投充十九名，改

歸本宗投充親丁六名移咨前來，職俱照來文查對更名入册。

又經該處文開，准河道總督咨送直隸州判唐慶餘之子唐

奎臨、唐奎升二名在任，職查五十五年丁檔，並無載有其名之

人；此次該莊頭唐孔曾所具呈結，亦未報有新入幼丁，雖據該

督具文咨送，但是否抱養過繼，該屯領催並未具結，職無從考

核，應請交該處，俟該屯領催、莊頭呈報到日，再行入檔。

又經該處咨送刑部來文内開，莊頭魯國柱之子魯大士交

内務府入檔當差，等因，前來。查例載，年過十歲未經報入丁

册者，即爲漏丁，今查該莊頭之子魯大士年已三十二歲，與入

丁之例不符，未便准其入檔。且乾隆二十五年經直隸布政使

三寶條奏：在檔者爲旗，不在檔者爲民，今魯大士年已三十二

歲，尚未入檔，應歸入民籍。①

該檔案涉及三種問題：（１）符合入册要求（旗人改歸本
宗），進行説明後，更名入册。（２）舊檔無載，新檔未説明清楚，
被發回重新查詢無誤後再入檔册。（３）不符合規則（超齡），駁
回，歸入民籍。

與人丁册一樣，家譜呈報一直持續到宣統二年（１９１０）。一檔
館所藏投充莊頭旗人家譜，從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到宣統二年。四十
八年間，内務府鑲黄旗、正黄旗，每三年一次人口統計，一共十七年

（次）全部齊備，兩旗各存 ６７３部家譜，合計 １３４６部家譜；正白旗投
充莊頭家譜缺少同治元年、四年、七年這三年（次）的檔案，自同治

·４５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莊頭處呈稿，轉引自《清代的旗地》，頁 ６００—６０１。



十年到宣統二年的人口統計，一共十四年（次），現存 ６１６ 部家譜。

内務府三旗投充莊頭家譜自同治元年到宣統二年，僅缺少正白旗

三年（次）統計資料，其餘年份，三個旗分的資料全部齊備，共計

１９６２部家譜。

旗人乃清代國家之根本，在制度上享有種種特權。入關前，爲

保障王公貴族的奴僕私有權利，朝廷既已建立每三年一次的旗人

人口編審制度，一旦旗丁逃亡缺少，就需要撥補足額。對旗人人口

的管理制度一直持續到清末。基於不同的用處，産生了諸如人丁

册、三代册、女子清册等種類繁多的户籍文書，本文重點討論的

户籍册家譜，按照家族世系一代一代排列。與承襲册家譜相比，

户籍册家譜缺少文字敍述，家族源流只是通過家譜樹的世系來

展現，且大部分只有一頁，最多不過兩、三頁而已，其篇幅遠不如

承襲册家譜，記載也較爲粗疏，這與承襲册家譜主要用於正身旗

人，户籍册家譜適用於投充等奴僕羣體有一定關聯。二者雖然

依托於不同制度，適用的八旗人羣不同，内容有一定差異，但户

籍册家譜與承襲册家譜均由各旗衙門製作、保存、管理，屬於官

方行爲，也同樣有助選官、定繼承的功用，二者官修家譜的内在

性質具有相關性。

與承襲册家譜類似，户籍册家譜也存在由私入官的過程。從

檔案史料來判斷，該過程大約始於乾隆四十九年前後，清廷要求每

三年比丁之時，旗丁呈交人丁册與家譜兩種文書，由官方管理。此

後，時值比丁，八旗官員需至各旗衙門領取前次人丁册、家譜，作爲

比丁依據，並在此基礎上增加或開除人丁，遇有莊頭等“缺出更名

頂替時，照依家譜支派考查丁册姓氏安放”。①

·５５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内務府呈稿，“爲呈明請交比丁官員就近查辦乾隆五十二年

丁檔家譜事”，檔案號：０５ 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四日。



圖 ４　 正黄旗雀户頭目王澤純名下羅永財家譜①
（光緒三年，１８７７）

·６５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譜牒檔案》，新整 ３７７０册。



三　 旗人家譜的官修性質及其意義

自古至今，中國古代家譜在編撰主體、編纂内容及性質和功能

等方面，均發生了諸多複雜變化。① “中國譜學源於周季，而家譜

之興，始自漢世”，②最早的譜牒是古代記述氏族世系的文本，最初

專記帝王諸侯之世系傳承，大約産生於上古商周之時，其作用乃明

確繼承關係，由專門官員管理。③ 私譜的濫觴在東漢後期豪强大

族興起之後，其形式尚不固定，譜傳不分，各自爲説，缺乏權威性，

不具備法律效力。

魏晋之際，門閥士族的特權在制度上得以確立，作爲士族身分

憑證的譜牒也受到空前重視，社會上譜牒之風大興，私家譜牒開始

向官譜轉化。七百餘卷的《十八州士族譜》不僅藏之秘閣，而且保

存在掌握朝廷核心機要的行政機構———尚書左户曹，意味着這部

大規模官修譜牒的性質不僅僅是一般性圖書典籍，它成爲了政府

行政運作中需要經常參考查閲的官方檔案。所謂“官有簿狀，家有

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④譜牒被

視爲士族門閥制度的基石和保障，在此特定歷史條件下，家牒從内

·７５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②

③

④

中國譜牒編撰流變的概況，參見潘光旦《中國家譜學略史》，《東方雜誌》第 ２６ 卷第
１號，１９２９年，頁 １０７—１２２；楊殿珣《中國家譜通論》，《圖書季刊》（北平）１９４１ 年第
１—２期，頁 １０—３５；楊冬荃《中國家譜起源研究》，《譜牒學研究》（１），北京，書目文
獻出版社，頁 ４８—８０；徐揚傑《家族制度與前期封建社會》，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陳爽《出土墓誌所見中
古譜牒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楊殿珣《中國家譜通論》，《圖書季刊》（北平）１９４１年第 １—２期，頁 １０—３５。
潘光旦《中國家譜學略史》，《東方雜誌》第 ２６卷第 １號，１９２９年，頁 １０７—１２２。
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北京，中華書局影印，１９８７年，頁 ４３９上。



容到形式逐步完成了“由私入官”的轉化，成爲具有法律效力的官

方檔案。①

隨着門閥士族制度在唐代的衰落，官修姓望譜牒失去意義，社

會等級劃分的標準發生重大變化，科舉制取代了以血緣世系爲主

要依據的選官標準。唐末五代連年戰亂，人口遷徙，私家譜牒遭到

破壞。宋代以後，適應新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以歐蘇譜式爲代表的

新型譜牒開始興起，主要功能乃敬宗收族，形式也由記述姓氏、世

系、仕宦、婚姻擴展爲整個宗族制度。②

潘光旦先生對唐宋前後家譜編撰的變化曾有一總結：

以宋以來之譜學與隋唐而上者相較，可得顯然不同之若

干傾向焉。其一曰，譜學由官而私，由公開而隱秘。……二

曰，譜學之實用意義盡失。鄭《略》序稱唐以上譜之用二，於

官則助選舉，於私則佐婚姻；宋以後則所存效用惟“敬宗收

族”比較抽象之一端而已。……三曰，譜學之史學身分不可復

保。③

宋、元而下，直至明清，官府不再設置譜官一類職務，家譜由私家編

纂，官方不介入，譜系失去了選官效用，以敬宗收族爲大要，家譜編

撰經歷了由官而私的過程，編修主體、功能效用發生了根本性轉

變，已經成爲學界的共識。

那麽本文討論的清代承襲册家譜、户籍册家譜是否能够對學

界的這一共識作一些補充與修正呢？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康

文林等先生在討論盛京内務府譜書時，曾使用過“官修譜”一詞，

認爲：“清人有云：‘溯本求源，滿人持旗册爲重；慎終追遠，漢族唯

·８５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②

③

陳爽《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二章《中古時代的官譜與私譜》，頁 ５３。
以上官、私家譜流變的内容，參見陳爽《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二章《中古

時代的官譜與私譜》、第六章《中古譜牒的餘緒與流脈》，頁 ２３—５４，２０５—２３０。
潘光旦《中國家譜學略史》，《東方雜誌》第 ２６卷第 １號，１９２９年，頁 １１９—１２０。



家譜是賴。’所謂旗册，除了旗人的比丁册亦即我們所説的户口册

之外，還包括家譜，但這種家譜與漢族的家譜不同的是，它與户口

册一樣也是一種官方行爲，是户口登記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該書

的整體討論來看，諸位先生没有明確區分承襲册家譜與户籍册家

譜，把二者均歸入户口册項下，這一點可以商榷，但他們對旗人家

譜官方性質的認定，筆者是認同的。①

清代八旗承襲册家譜、户籍册家譜的性質，與明清時期的民間

私修家譜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承襲册家譜、户籍册家譜顯然不起源

於明清階段的私修家譜。定宜莊、郭松義等先生曾指出，明朝的衛

所官員也同樣有類似的承襲譜册，此類册籍雖没有清晰的世系内

容，但對承襲者的出身、年齡、輩分、祖上官職與承襲緣由，有詳細

記載。八旗修譜的做法，可能就從那些曾在遼東都司屬下任職的

女真祖先之法沿襲而來。諸位先生對此觀點僅在注釋中略有提

及，還有待深入討論。②

從兩種册籍所依托的制度，即世職世爵制度與八旗户口制度

入手，應該是首選的思考路徑。兩種制度均始於入關之前，與初期

八旗制度萌芽直接挂鈎，旗主制、以旗統人、以旗統兵的治理思路

清晰地體現在其中。無論是賜戰死功臣職位，並“賜其子孫世襲罔

替”，還是控制旗丁人口，“有逃亡缺少者……撥補足額”，都有保

障旗人，尤其是上層旗人利益的因素。不同等級的旗人擁有一定

私産，包括奴僕、土地、財産，且各自統屬、互不干涉，某種程度上，

國家權力的涉入也有所限制，如此以來，憑藉册籍以保障私人權

益，成爲八旗貴族以及擁有私産的普通旗人的重要途徑。入關之

·９５２·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①

②

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康文林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頁 １８９。此外，陳爽
在其《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六章《中古譜牒的餘緒與流脈》中，將清代旗

人户口册放置在官修家譜的視角下進行了探討。

參見《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頁 １９１注釋 １。



後，隨着皇權的牢固、制度的逐漸完善，兩種制度下的册籍逐漸被

國家規範化，納入國家行政、法律體系。

  承襲册家譜、户籍册家譜濫觴於八旗形成之初，根源於八旗制

度，我們不能牽强地視它爲宋代之前官修譜牒傳統的繼承。然而

從其編撰目的、編撰特點，甚至於編撰程序上，承襲册家譜、户籍册

家譜與宋之前，尤其與魏晋南北朝時期的官修譜牒有諸多相似之

處，此種特質同樣不應該被學界忽略。

  就編撰目的而言，承襲册家譜、户籍册家譜體現了國家對旗人

羣體的管理，以朝廷掌握八旗人口數量、控制旗人世爵官職承襲事

務爲編撰的主要目的，符合中古時期“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的

要義。

  就編撰內容而言，宋元而下，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局面因科舉

制度的施行而瓦解。家譜的原初意義也隨之逐漸淡化，家譜内容

越來越繁雜、華麗，除了最核心的要素———世系外，不斷加入傳記、

家法、風俗禮儀、祠堂、墳塋、族産、契約、藝文、字輩、排行、祖先像、

住宅圖等項目。① 清代八旗承襲册家譜、户籍册家譜的編訂並不

起源於明清階段的私修家譜，因此，一開始就没有明清家譜的繁瑣

内容，强調承襲，反而更接近中古譜牒的原初狀態，回歸譜牒本色。

  就編撰性質而言，承襲册家譜、户籍册家譜由朝廷把控，官方

有專門的機構負責。尤其是雍正五年，“嗣後凡係世職家譜，預取

保結，校對鈐印，存貯本旗衙門”②的規定具有重要意義。此前，旗

人家譜由家族自行編撰、保存，僅在每次朝廷查驗、世職世爵承襲

之時，旗人家族出示家譜以爲憑證。雍正五年之後，呈報人丁、編

·０６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①

②

汪兵《譜牒：最具中國特色的歷史檔案》，《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頁 ２４—２８。
《清世宗實録》卷五四雍正五年三月庚戌，《清實録》（７），頁 ８２５上。



撰保存家譜等行爲全部交由官方管理，八旗各衙門嚴格按照政策

來呈報家族人口，所有人丁均有底册可查，不能隨意增補改寫，帶

有强制性，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旗人家族因私修改家譜的個人行爲。

户籍册下的家譜，至遲在乾隆中期，也需要由八旗官方統一編撰、

保管，旗丁不能“自行開寫呈遞”。① 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文

書，與家族可按照自身的需求自行撰寫、“家自爲書，人自爲

説”②的私修家譜相比較，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目前保存下來的八旗承襲册家譜、户籍册家譜的編撰時間絶

大部分始於雍正，直至宣統，亦即 １８世紀前期至 ２０ 世紀初期。其
中，又以道光（道光元年，１８２１）而下，即 １９、２０ 世紀的數量最爲巨
大、保存最爲完好。民間私修家譜在該時期也處於迅速增長階段，

不少旗人家族在官方編撰家譜的同時，還會以家族的力量編撰、保

存帶有漢族特性的私家家譜（非官方的民間行爲）。往往同一家

族，官修家譜與私修家譜同時存在，但兩種家譜在家族成員收録上

或多或少有所不同，這種差異恰恰體現了官修與私撰不同性質、不

同功能對家譜編寫的不同要求。與此同時，還應該注意到在實際

的編撰中，官修與私撰兩種家譜並不孤立，二者會相互參照、補充。

畢竟官方家譜具有一定權威性，且編撰時間較長，對於多數在清後

期纔開始私撰家譜的旗人家族來説，是一個重要的家族世系信息

來源。反之，私撰家譜也會成爲朝廷比丁之時的參考資料。因此，

旗人家譜的官修與私撰，既有明顯差異，也有相互參照、補充的情

況，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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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四日莊頭處呈稿，轉引自《清代的旗地》，頁 ５９９。
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頁 ６２７。
參見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康文林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頁 １５６—１７３，
１８９—１９４；邱源媛《口述與文獻雙重視野下“燕王掃北”的記憶構建———兼論華北區
域史研究中旗人羣體的“整體缺失”》，《中國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頁 １６５—１８８。



對於八旗官修家譜，學界以往多從人口統計、八旗世職承襲制

度等方面來加以利用，缺乏對文書本體、形成制度及其官修性質的

系統考量。這種研究狀況，無論是對相關八旗制度、旗人羣體的獨

立考察，還是全方位的清代家譜研究都有着諸多缺憾，本文的討論

希望將清代八旗官修家譜引入更爲開闊的研究空間。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２６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９． ３，總第一三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