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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的清史研究大都站在漢民族的立場來討論問題，「漢族中心」

的史觀相當明顯。在此情況下，與旗人切身相關的八旗議題，便較不受

學界注意。清朝統治者強調「八旗為國家根本」，給予旗人種種優厚待

遇，成為有清一代較為特殊的一群人。然而，過度保護，卻導致八旗子

弟缺乏危機意識，只圖安逸，不思上進，進而產生諸多問題。為了解決

這些問題，滿洲統治者制定了許多相關政策與措施。 

  惟在眾多旗務當中，以旗人的語言、戰技、生計以及漸染漢習最受

滿洲統治者的重視。降及清末，又有消彌旗民畛域以及改革八旗教育等

議題。滿洲統治者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制定諸多旗務政策，惟這些政策

的宗旨，本應在保護旗人，並透過各種方法維持旗人與民人之間的界

線。 

  然而，就這些政策的實際執行結果來看，當統治者無能力繼續維持

全體旗人的特殊性時，只好從統治集團外圍成員著手，一步步消除八旗

所享有的特權，使旗人逐步走向齊民化。不過，終清一代，齊民化從來

就不是統治者的本意，即便在清末出現了較大規模的旗務改革與破除滿

漢畛域，其用意皆在於延緩漢人的反動，以穩固政權，故僅是一種統治

手段。只有辛亥革命爆發，滿洲政權瓦解之後，當旗人消除其心中那種

民族優越意識之時，才有可能真正徹底的齊民化。 

 

 

關鍵詞：在地化、清語騎射、旗人生計、漸染漢習、滿漢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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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studies of Qing history generally discussed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an people. The sinocentric bias of historiography 

was quite obviou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Eight Banners, a topic 

concerning the “people of the banners”, did not attract much scholarly 

attention. The Qing rulers emphasized that “the Eight Banner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 and granted the bannermen various privileges, 

turning them into a special group of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excessive 

protection led to a lack of crisis awareness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Eight 

Banners. Preoccupied with preserving a comfortable lifestyle, they failed to 

strive for progress, resulting in many problem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Manchu rulers adopted numerous policies and measures. 

Manchu language ability, martial skills, livelihood, and the gradual 

adoption of Han manners were those issues among the numerous banner 

affairs which received most attention from the Manchu ruler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emerged issues like the termination of the 

distinct status of bannermen and a reform of eight banners education. The 

Manchu rulers tri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by adopting various banner 

policies, always with the general objective of protecting the bannermen and 

preserving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Han population. 

However, if we look at the results of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we find that the rulers, when they were no longer able to maintain 

the distinct status of all of the bannermen, decided to begin with the 

members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step by step revoked all of 

their privileges, eventually turning the bannermen into common peopl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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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ing rulers never had the intention of equal social status of Manchu and 

Han. Even during the late Qing, when major reforms of banner affairs began 

and the separation of bannermen and Han was lifted, the real intention 

behind these measures was to defer Han reactions and stabilize Manchu rule. 

Only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when the Manchu political order had 

collapsed,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of ethnic superiority declined, the 

bannermen could really become common people. 

 

Keywords: indigenization, “shooting, riding, and speaking Manchu”, 

livelihood of bannermen, gradual adoption of Han manners, separation of 

Manchu and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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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以往的清史研究大都站在漢民族之立場來討論問題，「漢族中心」

的史觀相當明顯。在此情況之下，與旗人切身相關的八旗議題，便較不

受學界注意。然而，以八旗為中心的各種課題，實有其研究的意義與價

值。清朝統治者認為旗人能以少數軍隊在短時間內統一中國的關鍵即在

「以弧矢威天下」，1而八旗勁旅「克奏膚功」，2所以特別強調「八旗為

國家根本」。3為了鞏固「國家根本」，進而維持清朝政權的穩定，統治

者給予旗人種種優厚的待遇，致使旗人在權利義務、政治地位、經濟來

源等方面均有別於民人，成為有清一代較為特殊的一群人。4不過，過

度的保護，卻導致八旗子弟缺乏危機意識，只圖安逸，不思上進，進而

產生諸多問題。 

    雍正皇帝繼位之初，曾斥責八旗人等「不勤習騎射，不諳生計，妄

費濫用，競尚服飾，飲酒賭博，失其生計，至於窮困」，並限令三年之

                                                      
1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首一，頁 10a，〈仁宗睿皇帝

實錄序〉。 
2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首一，頁 10a，〈仁宗睿皇帝實錄序〉。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8 年)，第 1 冊，頁 45，乾

隆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諭。 
4
 清代實施旗民分治，旗人歸屬於八旗制度，編入八旗戶口冊；民人屬州縣衙門管轄，編入

《民數冊》。凡納入旗籍者，稱之為「旗人」；而納入民籍者，則稱之為「民人」。(詳見賴

惠敏，〈從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清史研究》，第 1 期(北京，2011)，頁 39。)其中，「旗人」

在清朝大部分時間內為一種職業身分上的旗人，其成員包括：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

漢軍以及內務府包衣；降及清末，則轉為民族上的旗人，甚至在 1914 年提出「旗族」一詞，

作為民族的稱呼；日後，更在共產黨治理下被官方界定為「滿族」。至於「民人」，係以「漢

人」為絕大多數。而未納入旗籍的蒙古人、回人、藏人則由理藩院管理。詳見路康樂(Rhoads, 

Edward J. M.)著，王琴、劉潤堂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58-363。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Rhoads%252C%2BEdward%2BJ.%2BM.%2Farhoads%2Bedward%2Bj%2Bm%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Rhoads%252C%2BEdward%2BJ.%2BM.%2Farhoads%2Bedward%2Bj%2Bm%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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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將一切廢弛陋習，悉行整飭」；5而且，他亦指責旗人等「棄其應

習之清語，反以漢語互相戲謔」。6面對上述問題，滿洲統治者往往將旗

人這些負面的行為，歸咎於「漸染漢習」的影響。如雍正皇帝就將這一

切指向「漸染漢人習俗，互相倣傚」所致，7乾隆皇帝亦直指八旗人等

「漸染漢習，竟至忘失滿洲本來技藝」。8由此可知，清語漸荒、騎射衰

弱、生計困難以及「漸染漢習」，實為當時旗人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八

旗人等既為「國家根本」，故當其面對上述問題時，往往會引起滿洲統

治者的高度重視，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統治者亦制定了許多相關政策與

措施。而這些問題與解決措施便構成了旗務政策的研究範疇。 

    乾隆皇帝即位之後，曾經施行兩次大規模的漢軍出旗為民，第一次

發生在乾隆七年(1742)至八年(1743)之間，是以京師的漢軍為出旗的主要

對象，採取鼓勵但不強迫的辦法，以自願為主。9第二次出旗為民是從

乾隆十九年(1754)至乾隆二十年(1755)開始，一直延續到乾隆四十五年

(1780)，是以駐防的漢軍為主要對象，但是與前次京師漢軍的出旗不同，

                                                      
5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6 年)，卷 1，頁 22b-23a，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詔入八旗大臣等奉上諭。 
6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 6，頁 2b，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

諭。 
7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52，頁 5a，雍正五年正月癸巳

條。 
8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1254，頁 20a，乾隆五十一年

五月上丁巳條。 
9
 乾隆七年四月，乾隆皇帝針對在京的八旗漢軍頒布了〈漢軍歸籍移居諭〉，其中規定在京八

旗漢軍人員，除「從龍子孫」外，其餘者，如果有願意「改歸原籍」者，准其與該處民人「一

體編入保甲」；有不願「改入原籍」但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遠近，准其前往入籍居

住」，此即為八旗漢軍的出旗為民令。(《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64，頁 32b-34a，乾隆

七年四月壬寅條。) 乾隆八年四月，乾隆皇帝針對先前頒布的〈漢軍歸籍移居諭〉做了更進一

步地解釋：「朕前因八旗漢軍，戶口日繁，生計未免窘迫，……特降旨除從龍人員子孫無庸

更張外，其餘各項入旗人等，……原指未經出仕及微末之員而言，至於服官既久，世受國

恩之人，在伊等本身，及伊等子第，自不應呈請改籍，而朕亦不忍令其出旗。」(《清實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89，頁 16b-17a，乾隆八年四月戊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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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防漢軍出旗為民，多少帶有強制性。10論者多謂自乾隆年間實施兩次

大規模的漢軍出旗以後，朝廷的旗務政策即無太大變化。惟這種論述僅

是一種推論，未有實際研究。尤其是十九世紀後期以降，戰亂頻仍，軍

費浩繁，財政窘迫；西方勢力亦逐漸進入中國，洋槍洋砲與外語能力愈

來愈為重要。此時，旗人所面臨的是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此情況下，

旗務問題性質的轉變以及解決問題之政策、措施的改變等議題，便顯得

格外重要，且值得詳加研究。 

    為了探討上述問題，本文以「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為題，詳加

論究。就廣義而言，「旗務政策」泛指一切與八旗有關的事務。惟在眾

多旗務當中，又以旗人的語言、戰技、生計以及漸染漢習最受滿洲統治

者的重視，故傳統即以此作為旗務的內涵。然而，降及清末，列強在中

國競奪路權、礦權，強占港灣，劃分勢力範圍，侵逼日甚，清朝政權岌

岌可危，優惠旗人的政策因此迭遭質疑。此時，如何縮短旗人與民人在

任官、法律、婚姻、教育等方面的差距，遂成為統治者面臨的主要難題。

因此，改革八旗教育以及消弭旗民畛域等議題亦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

內。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旗務政策的討論，實難捨離旗人特權與滿洲傳

統文化兩個議題。關於八旗所享有的特殊權利，11八旗既為「國家根本」，

                                                      
10

 乾隆十九年年三月，乾隆皇帝下令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會同福州將軍新柱商議實施駐防漢軍

出旗的具體辦法，希冀達到駐防漢軍「各得生計」，而在京的八旗滿洲「亦得稍為疏通」的

效果。(《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59，頁 17a，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條。)同年七月，喀爾

吉善與新柱擬定了〈改補福州駐防漢軍各事宜〉六條，其要點如下：第一、漢軍願為民者，

准入民籍。第二、漢軍仍願食糧者，分派綠營改補，坐補糧缺。第三、漢軍甲兵應先儘，

馬甲改補一千名。第四、漢軍原住房屋，無論官房自葢，均留給滿兵駐箚。第五、漢軍水

師兵，令滿洲壯丁隨營學習，遇缺漸次頂補。第六、京城撥駐滿兵，俟閩省漢軍改補綠營

後，隨時請撥，分次來閩，與漢軍人員交替任事。乾隆皇帝准奏。(《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

錄》，卷 469，頁 2b-4b，乾隆十九年七月甲午條。) 
11
 目前法學界對「特權」的定義如下：泛指法律賦予某人或某類人的特別權利或豁免，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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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享有諸多特權。在政治方面，旗人所享有

的特殊權利主要表現在入仕與升轉途徑、官職缺額的分配以及權力的掌

握等三個層面。就入仕與升轉途徑而言，民人入仕基本上要通過科舉考

試，旗人入仕，則無此限制。除了科舉考試以外，旗人尚可透過擔任侍

衛、任職筆帖式(bithesi)、12繙譯科舉等途徑入仕。旗人任官，文武互轉，
13尤其武職改用文職，是旗人升轉的特殊途徑，包括：以武科甲出身，

但擔任文職者；14由侍衛而洊擢至文職高官者；15由士兵或武職官轉任文

職官者。16旗人不僅入仕途徑較民人多元，入仕條件較為寬鬆，而且，

                                                                                                                                       
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剝奪，稱為「絕對特權」(absolute privilege)；有的特權只在特定情形

下享有，或在特定情形下才可剝奪，稱之為「限制性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或「附條件特

權」(conditional privilege)。詳見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頁 1095，privilege 條。 
12
 筆帖式為滿文[bithesi]的音譯，漢譯為辦理文書之人，天聰五年(1631)改巴克什(baksi)為筆

帖式，掌管翻譯滿、漢章奏文書。詳見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

社，1993年)，頁 422。 
13
 八旗官員，文武皆有互遷之階，漢籍官員則否，但也未嘗全無。舉例而言，清朝初年，漢

武臣改文臣者有順治朝的李國英由總兵改四川巡撫，後升至總督；康熙朝的趙良棟由提督

授川陝總督兼將軍；雍正朝的岳鍾琪由提督授川陝總督。漢文臣改武臣者有順治朝的朱衣

客由莊浪道參議改四川總兵。([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 1，

〈文武互用〉，頁 20-21。) 
14
 如漢軍正紅旗武進士朱倫翰，曾任官浙江糧儲道；漢軍鑲紅旗武進士徐湛恩，曾任官內閣

學士；鑲白旗武進士包衣人偏武，曾任知縣；漢軍鑲紅旗武進士佟泌年，授官知縣；滿洲

正黃旗武進士薩哈布，官至刑部員外郎；滿洲鑲白旗武舉殷德布，任官工部主事；內務府

包衣武舉崇綸，歷筆帖式，洊擢至理藩院尚書。([清]福格，《聽雨叢談》，卷 11，〈武進

士洊文職〉，頁 238-239。) 
15
 例如：鄂善由侍衛任秘書院學士，累官至陝西總督；米思翰由侍衛兼一等男爵授內務府總

管大臣，後官至戶部尚書；拉哈達由侍衛而授侍郎、工部尚書；索額圖由侍衛而授侍郎、

大學士；其他如明珠、傅恒、福隆安等亦為侍衛出身，後官至大學士、尚書。詳見杜家驥，

《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 424。 
16
 這種途徑又可以再分為兩類：一為出身士兵或低階官職者，一為由較高階的武職官轉高級

文官者。前者如：參領、佐領、輕車都尉可推升京堂；雲騎尉可升至郎中；驍騎校、護軍

校可升為員外郎；參領又可推升為布政使、按察使。後者則如：康熙朝的馬爾賽，以都統

授武英殿大學士。([清]福格，《聽雨叢談》，卷 1，〈軍士錄用文職〉，頁 26；同書，卷 1，

〈大學士〉，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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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仕後的升遷也遠較民人快速。17 

    就官職缺額的分配而論，清代官職缺額的分配一共分為六個等級，

以宗室缺列為第一優先，依次為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再依

次為內務府包衣缺，最後才是漢缺。但是，督、撫、藩、臬由特旨簡放

者，則不在此規定之中。18尤須注意的是：首先，旗人可以占用漢缺，

但漢人官員卻不可以擔任滿缺。19如中央官司官以上，八旗漢軍「得用

漢缺」，至於外官，無論是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以及包衣，「皆

得用漢缺」。其次，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不出任地方較低階的官職，亦

即外官從六品首領佐貳以下官員，不授予八旗滿洲與八旗蒙古。20再次，

宗室一般不外任地方官，尤其規定不任「道以下官」，21這主要是由於一

般宗室至少有四品官的身分，而道以下的官職則低於四品，如此一來，

宗室若擔任六品、七品知州、知縣等官，與其上司、同僚多有不便，對

                                                      
17
 以坊缺為例，旗人若是編修、檢討的翰林出身，開坊而得坊缺的速度之快，有「甫釋褐即遷

擢者」(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年)，第 4冊，卷 117，〈選

舉五．封蔭推選〉，頁 3220)，其中，又以八旗滿洲「開坊最速」，有「編不過夏」之稱。([清]

繼昌，《行素齋雜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卷下，頁 40b)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旗人無翰

林出身之官，也可以升轉坊缺，而漢人任坊缺，則必須是翰林院的編修、檢討等翰林，甚

至亦有終身不得坊缺的現象。詳見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頁 425。 
18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記載：「凡內外官之缺，有宗室缺，有滿洲缺，有蒙古缺，

有漢軍缺，有內務府包衣缺，有漢缺。凡宗室京堂而上，得用滿洲缺，蒙古亦如之，內務

府包衣亦如之。漢軍司官而上，得用漢缺，京堂而上，兼得用滿洲缺。凡外官，蒙古得用

滿洲缺，滿洲、蒙古、漢軍、包衣，皆得用漢缺。滿洲、蒙古無微員，宗室無外任。」( [清]

崑岡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朝》(臺北：啟文出版社，1963年)，卷 7，〈吏部．文

選清吏司〉，頁 8a-9a。) 
19
 不過，仍有例外的情形。如雍正年間(1723-1735)，滿洲副都御史缺出，雍正皇帝便在鄂文

端的保舉之下，用許希孔擔任該職，但踰年即將其調漢缺。([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

中華書局，1980年)，卷 4，〈漢人任滿缺〉，頁 112。) 
20
 陳文石，〈清代滿人政治參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8本 4分(臺北，

1977)，頁 552。 
21
 [清]崑岡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7，頁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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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亦會產生影響。22就此而論，在滿洲統治者眼中，旗人的地位優於

他人，故旗人可以占用漢缺，但漢人官員卻不可擔任滿缺；而且，同屬

旗人，宗室的地位高於八旗滿洲、八旗蒙古，而後者又高於八旗漢軍，

所以才會出現宗室一般不外任地方官，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不出任地方

較低階官職的現象。再者，雍正皇帝曾說：「如宗室中有一善人，滿洲

內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滿洲內有一善人，漢軍內亦有一善人，

朕必先用滿洲。推之漢軍、漢人皆然。」23顯示滿洲統治者選任官吏，

亦以親親為先，即以宗室為首要，次及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

漢人則殿後。24 

    從權力的掌握來說，有清一代，諸帝雖皆宣稱「滿漢一體」，但漢

官從未進入權力核心。以議政王大臣會議、六部官職以及軍機大臣為例，

入關初期，清朝最高決策機構為議政王大臣會議，25直到乾隆五十六年

(1791)議政王大臣會議撤銷為止，除了范文程和寧完我在順治朝曾短期

任職之外，無論八旗漢軍或漢人官員，皆未有擔任過議政大臣者。再者，

皇太極於天聰六年(1632)正式設立六部，各部大臣設滿、蒙、漢復職，

但這絕不意味著滿漢之間的地位平等。事實上，各部皆由滿洲王貝勒掌

管，其下滿、漢官員也並非分庭抗禮，且「各部事皆滿尚書為政，侍郎

                                                      
22
 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頁 421。 

23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30，頁 9a-9b，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又諸王宗室等以建立宗學具摺謝恩奉上諭。 
24
 這種情形亦表現在封爵制度上，《清朝文獻通考》記載：「我朝封爵之制，親親而外，次及

勛臣，所以隆報功之典，廣世祿之恩也。茲所記載首滿洲、次蒙古，又次漢軍。……若漢

人以軍功封者，則次於漢軍之焉。」([清]嵇璜等奉敕撰，《清朝文獻通考》(上海：上海商

務印書館，1936年)，卷 250，〈封建考五．異姓封爵一〉，頁 7093。) 
25
 《嘯亭雜錄》載：「國初定制，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臣充之。凡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

發者，皆交議政大臣會議。每朝期，坐中左門外會議，如坐朝儀。雍正中設立軍機處，議政

之權遂微，然猶存其名以為滿大臣兼銜。」([清]昭槤，《嘯亭雜錄》，卷 4，〈議政大臣〉，

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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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能異詞」，26甚至出現「京堂俱一滿一漢，印歸滿官」的現象。27由

此而論，六部的實權皆掌握在滿官手中，漢官只不過是陪襯而已。28此

外，雍正皇帝為對西北用兵，故而創設軍機處，成為決策中樞。有清一

代，滿軍機大臣多於漢軍機大臣者，共計八十年，佔設置軍機大臣總時

期的百分之四十三；而漢軍機大臣多於滿軍機大臣者，共計五十九年，

佔設置軍機大臣總時期的百分之三十一。29儘管不同時期滿漢軍機大臣

的比例多寡有所差異，30但大體而言，滿軍機大臣多於漢軍機大臣的情

形仍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在經濟方面，滿洲統治者將八旗視作維護與穩定政權的基石，為了

保障其生計，進而維持滿洲政權，統治者在經濟方面給予旗人諸多特殊

優厚的待遇。入關之初，順治皇帝下令：「凡八旗壯丁，差徭、糧草、

布匹，永停輸納。」31意即永遠停徵八旗人等的差徭、糧草與布匹，旗

人僅須承擔兵役即可。32而且，旗人也享有許多其他經濟上的特權，例

                                                      
26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下，〈奏對不可含糊〉，

頁 59。 
27
 [清]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紀聞下〉，頁 349。 

28
 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 210-216。 

29
 傅宗懋，《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7年)，頁

156。 
30
 雍正、道光、咸豐、光緒四朝於軍機大臣任用員額中的種族分配，俱以漢大臣多於滿大臣

的時間為多；乾隆、同治、宣統三朝於軍機大臣任用員額中的種族分配，則以滿大臣多於

漢大臣的時間為多；唯嘉慶一朝，在任用軍機大臣方面，滿、漢種族區分之色彩極輕。詳

見傅宗懋，《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頁 157-165。 
31
 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志》(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卷 86，〈食貨略六．蠲賑上〉，

頁 7255。 
32
 除此之外，旗地與漢地不同，無須繳納土地稅。惟東北旗地自康熙朝中葉以後，已由租賦

合一轉變為租賦分離的型態，旗地所有者向朝廷繳納賦稅，向租佃者徵收地租。康熙三十

二年(1693)，清廷行丈奉天旗地，以畝為計量單位，徵收豆草，並規定：「盛京旗人所種地

畝，每年地一晌，徵豆一關東升，草一束。」([清]鄂爾泰等纂，《八旗通志初集》(臺北：學生

書局，1968年)，卷 18，〈土田志一〉，頁 37b。)此為東北旗地以畝為准，徵收賦稅之始。儘管

東北旗地開始納稅給朝廷，但總體而言，無論是賦稅還是地租，東北旗地的負擔都較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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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圈佔土地、漢人投充。滿洲正白旗人端方曾說：「漢人無不納稅，

滿人則以兵之名額，坐領餉糈，有分利之人，而無生利之人。」33一語

道盡旗人與民人在經濟上之權利與義務的差別待遇。就圈占土地而論，

入關以後，新征服的土地必須有人鎮守，且大批八旗兵丁的生活也必須

安置，滿洲統治者遂在關外時期「計丁授田」舊制的基礎之上，34實行

圈地。35惟圈民人之地以豢養東來的八旗兵丁，無疑是為了保障八旗生

                                                                                                                                       
為輕，且也比同時期的關內省份來得輕。相關研究詳見刁書仁，《東北旗地研究》(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 142-146。 
33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下冊，頁 926。 

34
 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四日，努爾哈齊下令計丁授田，《滿文老檔》記載：「hai jeo bade 

juwan tumen inenggi, liyoodung i bade orin tumen inenggi, uhereme gūsin tumen inenggi, usin be 

gaifi, meni ubade tehe coohai niyalma morin de buki.……bi te usin be tolofi emu haha de jeku 

tarire sunja cimari, kubun tarire emu cimari usin be neigen dendefi bumbi, suwe haha ume 

gidarda, haha gidaci usin baharakū.……ilan haha de emu cimari alban usin weilebumbi, orin haha 

de emu haha be cooha ilibumbi, ineku orin haha de emu haha be alban weilebu.」漢文譯為：「取

海洲地方十萬日，遼東地方二十萬日，共三十萬日田地，給與我等居於此處之軍隊的人

馬。……我今計田，平均分田，給與一男丁種糧之田五晌，種棉之田一晌。汝等不得隱瞞

男丁，若隱瞞男丁則得不到田。……使三男丁耕作一晌公田，於二十個男丁中徵兵一人，

出公差一人。」(羅馬拼音的轉寫可詳見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Ⅰ．太祖》(東京：東洋文

庫，1955年)，頁 355-356。)同年十月初一日，努爾哈齊再次頒布有關計丁授田的命令，《滿

文老檔》記載：「ice inenggi, nikasa de wasimbuha gisun, ishun aniya coohai niyalmai jetere jeku, 

morin ulebure orho liyoo, tarire usin gaimbi. liyoodung ni sunja wei niyalma, ejen akū usin be 

tebume, orin tumen inenggi, hai jeo, g’ai jeo, fu jeo, ginjeo duin wei niyalma de, ineku ejen akū 

usin be tebume, juwan tumen inenggi usin be tucibufi bu.」漢文譯為：「初一日，下令漢人說到：

明年徵收士兵食糧、馬食草糧、耕種之田。令遼東五衛交出栽種無主田地二十萬日，令海

州、蓋州、复州、金州四衛交出栽種無主田地十萬日。」(羅馬拼音的轉寫可詳見滿文老檔研究

會譯註，《滿文老檔Ⅰ．太祖》，頁 396。)由這兩段引文可知，計丁授田是以男丁為單位，授田

對象除了滿洲兵丁之外，亦包括漢民；至於其範圍則涵蓋了整個遼東地區的土地。基本上，

計丁授田政策是狩獵的女真族在征服農業民族以後，將本民族的生產全面過渡到農業生產

上，將本民族在內的各族人民強制地附著於土地上。詳見李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第

一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162。 
35
 順治元年(1644)十二月，順治皇帝下令戶部：「我朝建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

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死於寇亂者，無主

田地甚多，爾部可槩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給與，其

餘田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東來諸王、勳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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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而不惜犧牲民人的土地權益。雖然對統治者來說，圈地不過是沿用關

外時期的舊制，但對漢人而言，卻是一大秕政。 

    從漢人投充來看，為體恤所獲人民父子兄弟離散之苦，以及救濟無

衣無食的貧民，統治者於順治二年(1645)頒布投充令，開放有親人在旗

下而擬與親人同住，以及飢寒無告之民人加入八旗充當旗下奴隸。36從

                                                                                                                                       
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區畫。然此等地土若滿漢錯處，必爭奪不止，可

令各府州縣鄉村，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今年從東先來諸王各官兵

丁及見在京各部院衙門官員，俱著先撥給田園，其後到者，再酌量照前與之。至各

府州縣無主荒田，及徵收缺額者，著該地方官查明造冊送部，其地留給東來兵丁。」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 12，頁 8b-9a，順治元年十二月丁丑條。)

此為圈地命令的第一次頒布，而頒布這項命令的原因在於東來的諸王、勳臣以及兵

丁等無處安置。至於這次圈占的土地，大多為近京的無主荒地及明朝遺留的皇莊、

官莊；而且，為了防範爭端，故而令滿漢分居。其後，由於八旗兵丁不斷東來，原

來圈占的土地不夠分配，順治皇帝遂於順治二年(1645)九月再次向戶部頒布諭旨：

「河間、灤州、遵化等府州縣，凡無主之地，查明給與八旗下耕種。其故明公侯伯、

駙馬、皇親、太監地，酌照家口給發外，餘給八旗。」(《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20，頁 13b，順治二年九月甲子條。)到了順治四年正月，順治皇帝三度下令：「戶部奏請，

去年八旗圈地，止圈一面，內薄地甚多，以致秋成歉收。今年東來滿洲，又無地耕

種，若以遠處府州縣屯衛、故明勳戚等地撥給，又恐收穫時，孤貧佃戶，無力運送。

應於近京府州縣內，不論有主無主地土，撥換去年所圈薄地，竝給今年東來滿洲。

其被圈之民，於滿洲未圈州縣內，查屯衛等地撥補，仍照遷移遠近，豁免錢糧。四

百里者，准免二年，三百里者，准免一年。以後無復再圈民地，庶滿漢兩便。疏入，

從之。」(《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30，頁 2a-2b，順治四年正月辛亥條。)由此可知，這

次圈地命令的頒布，除了因八旗兵丁繼續東來，朝廷無地可撥之外，尚與過去所占

之土地貧瘠，不堪耕種有關。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圈占的土地，已從無主荒地擴大為

「不論有主無主」一律圈取；而且，儘管滿洲統治者對被圈之民以「撥補」之制予

以補償，但朝廷所撥補之地俱為土質鹹薄的田地，不堪耕種，或距離遙遠，遷移不

易，甚或虛懸未補。 
36
 順治二年頒布的投充令如下：「近聞出征所獲人民，有祖父、父母、及伯叔兄弟、親子、伯

叔之子，並元配妻，未經改適，在籍者甚多，爾等如情願入滿洲家，與兄弟同處，可赴部

稟明。如實係同胞兄弟，即令與同處。若係遠支兄弟，則勿令同處。又聞貧民無衣無食，

飢寒切身者甚眾，如因不能資生，欲投入滿洲家為奴者，本主稟明該部。果係不能資生，

即准投充。其各謀生理，力能自給者，不准。爾小民如以遠支兄弟為近支，本可自給，而

詐稱無計資生，及既投入滿洲，後復稱與已無預，雖告不准。至各省人民，有既經犯罪，

欲圖倖免，白與該部，情願投充，該部不知其有罪，輒令投充。嗣後得實，仍坐罪不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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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投充令的頒布似為一德政，但就其背後的經濟意義則可發現，

民人投身旗下為奴，身家財產即為旗主所有，而旗人多收投充，即可藉

此奴隸名額多得圈地，攫取大量土地，甚為有利可圖。37既然有利可圖，

許多旗人遂大肆逼迫民人投身為奴，甚至由旗下莊頭奴僕代為逼勒。面

對這種情形，滿洲統治者亦發布諭旨，嚴禁逼迫民人投充，並提出懲處

辦法。38然而，禁止逼迫民人投充之命令的實行成效並不理想，違法逼

勒漢人投充的事件仍時有所聞。39儘管統治者下令嚴禁逼迫民人投充，

但這並非單純站在民人的立場加以考量，而是有其政治上的動機。一旦

民人投身旗下為奴，其身家財產即為旗主所有，而旗人又不須納稅，如

此一來，國家稅收勢必將因此而減少，進而危及統治者政權的穩定。為

了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當民人投身旗下為奴的現象過於普遍時，統治

者不得不加以遏止，下令嚴禁逼勒漢人投充。由此可知，當統治者的利

益與滿洲貴族利益相衝突時，也只能犧牲後者的利益了。 

    在法律方面，旗人所享有的法律特權表現在司法管轄的特殊化，以

及笞、杖、徒、流、死五等刑罰的換刑。就司法管轄的特殊化而論，按

清律規定，若犯罪的雙方俱為旗人，犯笞、杖罪者，「該管章京即照例

回堂完結」。40換言之，旗人犯笞、杖輕罪，交由其所在之旗審理。若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5，頁 6b-7a，順治二年三月戊申條。) 

37
 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頁 71。 
38
 懲處辦法如下：第一、凡恐嚇民人，逼脅投充為奴者，許令本人赴部告理，或赴五城御史

及順天府衙門控訴，轉送戶部，治以迫脅之罪。第二、距京城三百里內外莊頭人等，有逼

勒投充為奴，及將工匠逼脅為奴者，道府州縣官審明，即將受逼之人釋放。如有莊頭及奴

僕人等，恃強不從者，該道即行拏解戶部，審明定罪。如有重罪，可轉申撫按題參，請旨

定奪。(《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5，頁 19b-20b，順治二年四月辛巳條。) 
39
 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頁 76。 

40
 [清]崑岡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819，〈刑部．軍民約會詞訟〉，頁

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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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命盜案、持金刃傷人有關，則交刑部完結。41至於旗人與民人發生

糾紛，「不歸漢官統轄」，而是由「將軍督撫會理事同知庭鞫」。42由此

可知，當旗人與民人爭訟時，州縣官無權判決，須依照旗民分治的原則，

由各旗與地方特設的理事同知共同審理。就笞、杖、徒、流、死五等刑

罰的換刑而言，民人犯法，有前述五等刑罰，但是，旗人犯罪卻可享有

刑罰上的特權。43旗人犯罪，可用鞭責、枷號取代正刑，顯示旗人與民

人「刑罰異制」。44那麼，為何會有如此差異？《清史稿》從制度層面加

以解釋：「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則入檔，壯則充兵，鞏衛本根，未

便離遠。有犯徒、流等罪，直以枷號代刑，強榦之義則然。」45在八旗

制度之下，統治者為鞏固政權，在各地設立駐防，如果旗人犯罪，即處

以徒、流等罪，遠離其駐防地區，則駐防的兵力勢必因此而衰弱，進而

危及國家統治基礎的穩定。儘管如此，仍不能忽視旗人與民人「刑罰異

制」為一差別待遇的事實。造成這種差別待遇的原因，或許與滿洲統治

者視八旗為鞏固統治的重要利器有關。既為利器，則統治者對其須不斷

給予特權與體恤，以換取他們的效忠。除此之外，旗人即便是犯了死罪，

亦可以減等，由斬立決改為斬監候。而且，旗人犯竊盜罪基本上不用刺

字，即使是重犯，也不過是刺在手臂上，而不同於民人刺在臉上。46 

                                                      
41
 [清]崑岡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819，〈刑部．軍民約會詞訟〉，頁

21a。 
42
 [清]蕭奭，《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 1，頁 60。 

43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記載：「凡旗下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軍流徒免發遣，

分別枷號。徒一年者，枷號二十日，每等遞加五日，總徒准徒，亦遞加五日。流二千里者，

枷號五十日，每等亦遞加五日。充軍附近者，枷號七十日，邊衞者七十五日，邊遠、沿海、

邊外者，俱八十日，極邊、煙瘴者九十日。」([清]崑岡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

緒朝》，卷 727，〈刑部．犯罪免發遣〉，頁 1b-2a。) 
44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卷 245，〈刑考四．刑制〉，

頁 9890。 
45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5冊，卷 150，〈刑法二〉，頁 3979。 

46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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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八旗特權問題之外，探討旗務政策亦不可忽視滿洲傳統文化的

消逝與統治者為維護傳統文化所做的努力。入關以來，滿洲皇帝即相當

重視清語、騎射等滿洲民族特質的維持，並時常告誡旗人革除「漢人習

氣」。統治者希冀藉此塑造自我與他者的本質性文化差異，從文化上強

調旗人的特殊性，進而穩固統治基礎。然而，隨著八旗人等在關內居之

既久，與漢民族的接觸日趨頻繁，受所在環境影響，旗人的日常生活與

風俗習慣逐漸融入當地社會，且這種過程並非統治者的主觀願望與權力

可以決定或改變的。在這種情況下，滿洲統治者為了繼續維持其在中國

的統治，如何在維護滿洲民族傳統與遷就現實環境之間取得一平衡，遂

成為其所面對的一大難題。 

    清初以來，滿洲統治者為了建構自己的統治地位，透過給予旗人種

種特殊權利以及強調滿洲文化的方式，致力於旗人的特殊化。姑且不論

其動機為何，八旗擁有特殊權力為歷史上一不爭的事實。然傳統清史研

究者在討論八旗種種相關議題時，或站在反滿立場，過度賦予旗人所享

有之特殊權利諸多負面意義，一味批判；或基於史學研究應富有正面教

化意義的史學方法，不願正視八旗享有特殊權利這一事實。相較之下，

似乎較少注意到清中期以後八旗逐步去特殊性，意即逐步「齊民化」的

過程。 

    所謂「齊民化」係指旗人逐漸卸除其在政治、經濟、法律、教育、

日常生活、風俗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漸漸縮小與民人之間的差距，逐

步與民人齊一的過程。47先就八旗所享有的特殊權利來看，自滿洲統治

者穩固其在中國的統治之後，儘管不再像以往一樣，透過剝削民人的權

利來特別強調旗人特殊優越的身分地位，但仍以國家力量透過各種政策

與措施保障他們的特殊性。惟清中期以降，對外戰爭導致國庫日益空虛，

財政困難。當照顧旗人的傳統與國家庫帑不足這種現實環境相衝突時，

                                                      
47
 關於齊民化的定義，詳見第一章第三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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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統治者往往會屈就現實，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而暫時放棄優先

照顧八旗的原則，縮短了旗、民之間的距離。儘管日後當國家社會秩序

逐漸恢復時，統治者曾想要恢復旗人的特權，但朝廷力有未逮，無能亦

無法繼續確實維持八旗人等的特殊權利。爾後，隨著甲午戰爭爆發，清

朝政權陷入重大危機，要求消弭滿漢畛域的聲浪日益高漲。在此情形下，

統治者只好致力於消除旗民差異，漸次取消八旗的特權，使旗人齊民化

的趨勢更為顯著。再就日常生活與風俗文化來說，儘管滿洲皇帝時常強

調清語、騎射以及淳樸風尚等滿洲傳統文化。然受所處環境的影響，為

了生活所需，旗人只好放棄部分傳統，改採能適應當地環境的生活方式。

同時，西方新事物所帶來的衝擊，亦導致旗人開始與民人一樣，漸漸西

化、現代化，開始接受西方的語言與船堅砲利，在文化上逐漸卸除其特

殊性，轉與民人齊一，邁向文化上的齊民化。 

    八旗人等既為「國家根本」，故在清末以前，統治者所制定之旗務

政策的宗旨，本應在於保護旗人，並透過各種方法維持旗人與民人之間

不可逾越的界線，進而鞏固滿洲政權。然而，就乾隆朝後期以降之旗務

政策的實際執行結果來看，這些政策卻導致旗人自清中期開始無論在權

利、日常生活、風俗文化等各方面，均於潛移默化之中，逐漸與民人融

合，逐步走向旗人的齊民化。這樣的結果，恐為滿洲統治者所始料未及，

而這種政策與實施結果之間的相互矛盾，便相當具有討論價值，值得吾

人深入研究。降及甲午戰爭爆發，在消弭滿漢畛域的聲浪日益高漲的情

形之下，統治者才不得不致力於滿漢畛域的消除，以政府的力量推動八

旗的齊民化。 

    由此而論，旗人的齊民化實為一相當複雜的過程，與統治者的意志、

能力以及所處的時代、環境皆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旗人齊民化的相關議

題實有其複雜性，亦有其研究價值，理應受到學界更多的重視。透過對

於這些課題的探討，更能擴展目前清史學界的視域，亦可深化學界對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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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問題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為研究主軸，探討

與比較不同時期的滿洲統治者所採取的旗務政策，針對這些政策執行的

結果進行分析與檢討，並從中觀察清朝中葉以降旗人漸趨齊民化的過

程。 

第二節  研究回顧 

    關於旗務研究，孟森於 1936 年撰寫〈八旗制度考實〉一文，48首開

八旗制度研究的風氣。此後，關於八旗制度的研究便如雨後春筍般的展

開。49在研究制度面的同時，與八旗切身相關的旗務問題亦愈來愈受學

界注意。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與劉小萌《八旗子弟》兩本專書，為

早期討論相關問題較為全面者。兩者皆注意到旗人在入關以後，面臨了

清語漸荒、騎射衰弱、生計困難以及「漸染漢習」等問題，且論及滿洲

統制者為解決問題所採取的措施。50爾後，或有站在統治者整飭旗務與

                                                      
48
 孟森，〈八旗制度考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臺北，1936)，頁

343-412。 
49
 陳佳華於 1984年回顧了 1930年代至 1980年代關於八旗制度的研究，他指出這段時間的研

究重點在於旗地、八旗子弟、旗人的民族與階級問題、八旗兵的作用以及關於八旗制度史

料的考證。近年來，劉小萌〈近年來日本的八旗問題研究綜述〉與定宜庄〈美國與臺灣學者

近年來對滿族史與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簡述〉兩文，仍然持續關注八旗制度研究的發展，但這

兩篇文章皆較為注重外國論著的討論。鹿智鈞〈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研究的回

顧與討論〉一文，則針對近二十年來一百多篇臺灣與中國地區關於八旗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駐防制度與滿漢關係、八旗組織中的各民族成員以及八旗生計與旗務整飭等議題的研究成

果，進行了整體性、廣泛性的回顧與分析，彌補了劉小萌與定宜庄的不足。詳見陳佳華，

〈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社會科學輯刊》，第 5期(瀋陽，1984)，頁 109-116；陳佳華，

〈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續)〉，《社會科學輯刊》，第 6期(瀋陽，1984)，頁 113-120；劉小

萌，〈近年來日本的八旗問題研究綜述〉，《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瀋陽：遼寧民族出版

社，2002年)，頁 57-73；定宜庄，〈美國與臺灣學者近年來對滿族史與八旗制度史的研究

簡述〉，《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頁 51-56；鹿智鈞，〈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

研究的回顧與討論〉，《史耘》，第 14期(臺北，2010)，頁 125-175。 
50
 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劉小萌，《八旗子弟》，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其中，劉小萌《八旗子弟》一書於 2008年重新出版，題

為《清代八旗子弟》，兩書內容相近，無太大差異。詳見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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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防八旗的立場探討旗務問題，或有將研究焦點置於生計問題、漸染漢

習、消除滿漢畛域等主題上，亦有學者從民族共同體的角度切入思考相

關問題，這些皆開闊了旗務研究的視域。 

(一)旗務整飭 

    佟永功、關嘉祿〈雍正皇帝整飭旗務述論〉一文為較早從統治者整

飭旗務的角度切入探討者，51然而，該文並未清楚界定旗務的範圍，亦

未對旗務下一明確的定義。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

初探〉與〈清雍乾時期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

為中心〉兩篇文章，於開端便清楚界定其所謂旗務的範圍包涵：語文教

育與軍事訓練、八旗生計困難的改善以及沾染漢俗陋習的革除，堪稱目

前專文討論旗務問題的佳作。〈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

一文指出雍正皇帝在位期間，曾針對八旗人等廢弛本習、生計困難、沾

染陋習等病象進行整飭；但是，就成效而論，官員常不能落實皇帝的政

策，使旗人無法普遍受惠，而旗人常不能確實守法自律亦造成查緝官員

疲於奔命，進而導致這些政策淪為臨時性的救濟措施。52〈清雍乾時期

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一文則是兩

岸清史學界首先利用雍正十三年(1735)滿、漢文「條陳奏摺」來分析雍

乾之交時期旗務問題者，葉氏主張儘管雍正皇帝在位期間曾致力於整飭

旗務，但是八旗人等面臨陞遷管道的壅滯、民族本習的廢弛、經濟生活

的困難、漢人習俗的沾染等困境，實為長時間累積的結果，並非雍正朝

                                                                                                                                       
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 

51
 佟永功、關嘉祿，〈雍正皇帝整飭旗務述論〉，收錄於支運亭主編，《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

(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 115-127。 
52
 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2期(臺

北，2004)，頁 8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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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十餘載所能徹底扭轉。乾隆皇帝繼位之初，在雍正皇帝的基礎之上，

針對旗務問題提出各種因應之道，其構思即來自於「條陳奏摺」的內容。
53 

   葉氏《清朝前期文化政策》一書曾將旗務問題中的「國語騎射」放

在文化政策的脈絡中探討。他認為旗人入關以後，統治者為擴大政權基

礎，刻意引進漢文化，但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卻興起了抗拒同化的文

化危機意識；此時，「國語騎射」作為滿洲本習，實可成為區隔統治者

與被統治者的文化標誌，以及保持統治優勢的有效策略。然而，儘管統

治者對此有強烈的要求，但包括滿洲王公大臣與八旗子弟在內的統治集

團成員，卻未必能有正確的認知，所以無論統治者以獎勵勸誘或是訓誡

嚴懲的方式，仍難以遏止本習日益廢弛的現象，終致無力挽回其頹勢。
54蔡偉傑也從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討旗務問題，他以為在滿漢接觸的歷史

過程中，滿漢之分主要是建立在身分與文化上的差異。關外時期的滿洲

文化對於統治者而言，是征服民族優勢的象徵，清朝皇帝透過復興清語、

騎射等滿洲符號以及排斥漢習的做法來重申滿洲性(Manchuness)，藉此

重新鞏固滿漢對立的二元意義結構與相應的滿洲統治地位。55 

(二)駐防八旗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從駐防八旗切入探討旗務問題，首先，

就清語漸荒與騎射衰弱的現象而論，她認為這種現象自雍正朝初年以來

便已經存在，且最早出現在南方各省的駐防兵丁，甚至在滿洲統治者的

                                                      
53
 葉高樹，〈清雍乾時期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臺灣

師大歷史學報》，第 38期(臺北，2007)，頁 70-141。 
54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頁 351-408。 

55
 蔡偉傑，〈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臺北：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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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東北地區，駐防官兵的滿語、滿文的水平也急遽下降。56其次，

從駐防旗人的生計問題來看，定氏以為此問題首先出現於京師，然後波

及內地各省駐防，最後危及邊疆，嚴重動搖八旗的根基，致使統治者採

取漢軍與開戶人出旗的方式來解決問題。57再次，就旗人「漸染漢習」

而言，定氏認為駐防旗人受漢文化影響的途徑除了直接透過與漢人的交

往之外，還間接透過那些樂於此道的駐防將領。而且，旗人意識到自己

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落後漢人，且不得不依賴漢人，故產生一種自卑

的心理，並由此產生對漢文化乃至對漢人的仰慕。58 

同樣從駐防八旗的角度切入，林承誌〈分鎮巖疆．駐衛內裏—清朝

駐防八旗問題研究〉一文討論了駐防八旗官兵的清文教育與騎射訓練，

此為定宜庄較少論及之處。林氏認為儘管國語騎射是朝廷一體並重的政

策，但此政策推行至駐防八旗時，卻是騎射重於國語。他分析原因在於

朝廷認為駐防兵丁只能以武備為上，學習文藝會防礙武技的精進，所以

不斷強調駐防八旗官兵須以騎射為首務。59至於駐防兵丁的生計問題，

林承誌雖未專門討論，但是亦探討了與生計習習相關之駐防八旗的俸餉、

養廉銀、恩賞以及撫恤等問題。60許富翔〈清代江寧滿城的研究〉聚焦

於江寧駐防的討論，他以為儘管統治者再三提倡「國語騎射」，但駐防

當地的環境卻無法提供維持「國語騎射」的條件，且駐防旗人本身亦缺

乏危機感。61就出旗為民政策而言，許氏強調就江寧滿城來說，出旗的

                                                      
56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 263-270。 

57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 221-243。 

58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 268-274。 

59
 林承誌，〈分鎮巖疆．駐衛內裏—清朝駐防八旗問題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7年)，頁 241-258。 
60
 林承誌，〈分鎮巖疆．駐衛內裏—清朝駐防八旗問題研究〉，頁 141-206。 

61
 許富翔，〈清代江寧滿城的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

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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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曾經及於八旗滿洲與八旗蒙古。而且，他特別指出：導致乾隆朝與

道光朝出旗政策的因素不同，前者歸因於滿洲統治者對於旗人的認同以

及對政治利益的維護；後者則歸咎於八旗生計的困難。62 

(三)生計問題 

    近年來，學界針對旗人生計困難及清朝皇帝解決生計問題之辦法提

出許多見解，這部分的研究成果亦較其他旗務問題為多。在這些研究成

果中，有學者論述八旗生計困境的現象；亦有論者綜合論述滿洲統治者

解決旗人生計問題的舉措；還有研究者針對京旗回屯、出旗為民、生息

銀兩、八旗孀婦的生計照顧與清末新政時期籌劃旗人生計等議題進行探

討。 

1.八旗生計困境的現象而論 

    韋慶遠在〈論“八旗生計”〉與〈論“八旗生計”(續)〉兩篇文章

中指出：旗人的生計問題在康熙朝中葉便已經出現，至乾隆、嘉慶時期，

情況更為惡化。韋氏分析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包括：旗丁剛領到兵餉與

口糧後便即買賣、典押兵餉與軍用裝備以及旗地的日漸流失。滿洲統治

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採取增加旗人任官與披甲的機會、給予金錢上的

補助、回贖旗地以及仿古制推行井田等措施。但是，就施行成效來看，

由於旗人生活奢侈，且不允許無披甲機會的旗人自由轉業，所以生計困

難的問題無法得到徹底解決。63李興華〈芻論雍正朝的“八旗生計”〉

亦就八旗生計問題的產生原因予以詳細論述。他主張生計問題的產生與

旗地變化、對旗人的種種限制、恩養制以及八旗人口劇增等因素有關。

                                                      
62
 許富翔，〈清代江寧滿城的研究〉，頁 151-158。 

63
 韋慶遠，〈論“八旗生計”〉，《社會科學輯刊》，第 5期(瀋陽，1990)，頁 85-90；韋慶

遠，〈論“八旗生計”(續)〉，《社會科學輯刊》，第 6期(瀋陽，1990)，頁 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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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情況，雍正皇帝採取諸多措施來維護八旗官兵的利益。然而，

由於八旗子弟在經濟上的揮霍無度，賭博唱曲，玩物喪志，以及在政治

上的貪贓枉法等原因，終究導致上述措施成效不彰。64劉德鴻〈乾隆時

期滿族統治階級的腐朽與“八旗生計”〉以為旗官的勒索也是導致旗人

生計日形窘困的因素之一，且劉氏亦注意到統治者本身與王公貴族的奢

靡浪費。65陳力〈八旗貴冑的沒落──清代旗人經濟狀況研究〉則主張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清中期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等因素，亦使旗人的生

活更加艱難。66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十八世紀以來，八旗人口遽增，造成旗人生計

上的困難，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旗人皆是如此。賴惠敏〈鐵桿莊稼？

清末內務府辛者庫人的家戶與生計〉以清末內務府辛者庫人為例，67認

為從《內務府財務類俸米冊》、《盛京內務府糧莊檔案彙編》、「內務府會

計司呈稿」、「內閣滿漢黃冊」、「內務府奏銷檔」……等史料的記載可知，

清末國家財政困難，並非所有的旗人都能領俸餉度日，七班管領、四班

管領以及安立管領下的辛者庫人即各憑本事，透過食口糧、飯食銀兩、

恩賞銀兩、撈油水、以及經營副業等方式維持生計，較少出現生計困難

                                                      
64
 李興華，〈芻議雍正朝的「八旗生計」〉，《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頁 282-291。 

65
 劉德鴻，〈乾隆時期滿族統治階級的腐朽與“八旗生計”〉，《滿學研究．第三輯》(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3)，頁 161-179。 
66
 陳力，〈八旗貴冑的沒落──清代旗人經濟狀況研究〉，《蘭州學刊》，第 5期(蘭州，2010)，

頁 194-197。 
67
 「辛者庫」為八旗之下的一種旗人組織--管領，「辛者庫人」即管領下人。「辛者庫」一詞，

是由「辛者庫遮特勒阿哈牛彔」不斷簡化而來的。「辛者庫遮特勒阿哈牛彔」，滿文讀如[sin 

jeku jetere aha niru]，漢譯作「管領下食口糧之人」。不過，賴惠敏與杜家驥對於辛者庫人來

源問題的看法，大相逕庭。賴惠敏認為辛者庫人的來源多為罪犯；杜家驥則以為辛者庫人

絕大數都是原管領下人，並非罪奴，因罪打入管領下的辛者庫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詳見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頁 493-498；賴惠敏，〈鐵桿莊稼？清末內務府辛

者庫人的家戶與生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8期(臺北，2002)，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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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68 

2.改善旗人生計問題之綜論研究 

黃秀美〈清康雍乾三朝八旗生計問題之研究〉為較早有系統的探討

八旗生計問題的論著，她認為滿洲統治者為鞏固政權，故而透過圈地、

俸餉制度等方式維持旗人的基本生計，使其專心為國效力。然而，由於

物價上漲、人口滋生等因素，致使旗人生活日益貧困，從而出現八旗生

計問題。69儘管該文對旗人生計問題有一全面的整理，但僅將焦點置於

盛清時期，殊為可惜。 

嚴愛景〈有關八旗生計措施〉主張這些解決辦法並非長遠之計。因

為清政府為了保持八旗兵源，規定旗人不准從事工商業；但是，隨著八

旗人口滋生繁衍，大量成丁補進八旗當差，成為無業的「閒散」遊民，
70致使京師的八旗生計問題終清一代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嚴氏認為出關

移屯才是永久之計。71周遠廉〈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計”〉強調「滿洲

根本」與八旗甲兵「拱衛宸極，綏靖疆域」的基本國策是旗人生計艱難

的罪魁禍首，在此政策之下，旗人不能自由謀生，坐盼兵缺，生計日漸

艱困，致使旗人生計問題長期無法得到根本解決。72嚴愛景與周遠廉討

論的時間範圍為康、雍、乾三朝，但他們並未比較這三朝為解決旗人生

                                                      
68
 賴惠敏認為辛者庫人經管皇帝的庫房、廚房等單位油水特別多，且這些辛者庫人也透過經

營當鋪、飯鋪、印子錢鋪等副業維持生計。詳見賴惠敏，〈鐵桿莊稼？清末內務府辛者庫人

的家戶與生計〉，頁 71-105。 
69
 黃美秀，〈清康雍乾三朝八旗生計問題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3年。 
70
 「閒散」一詞，滿語讀如[sula]，音譯為「蘇拉」，意指無法補上兵缺，未披甲當差的旗人。

(詳見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533。)由此可知，補進八旗當差的旗丁，實不同於「閒

散」。因此，嚴氏所謂「大量成丁補進八旗當差，成為無業的『閒散』遊民」不甚妥當。 
71
 嚴愛景，〈有關八旗生計措施〉，《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 6期(北京，1996)，頁 45-47。 

72
 周遠廉，〈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計”〉，收錄於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第七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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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問題所採取之措施的異同，故而無法從中分析康、雍、乾三朝在解決

八旗生計問題上的延續性與特殊性，實為可惜。 

3.京旗回屯 

    李自然〈試論乾隆朝東北禁邊與八旗生計之關係〉主張乾隆皇帝為

了解決旗人生計問題，透過東北禁邊來保障東北的土地不會被民人佔種，

嚴禁該區旗人招募民人租種，使旗人獨享東北地利，從而為京旗回屯提

供便利的條件。73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李中清(James Lee)以及陳

霜(Shuang Chen)等三人所著 “Vulnerability and Resettlement Mortality 

Differences in Northeast China by Place of Origin, 1870-1912”一文，具體探

討同治朝以降京旗回屯的實際執行情況，他們認為來自北京的旗人與鄉

間旗人被移置東北後，其死亡率有很大的差異，京旗的死亡率高於鄉間

旗人。74 

就京旗回屯的成效而論，魏影〈清代京旗回屯思想述論〉、〈乾隆朝

京旗回屯述略〉以及〈略論清代京旗回屯的失敗〉等三篇文章根據「軍

機處滿文錄副奏摺」的記載，認為確有相當部分的京旗子弟留在回屯地

區，解決了自身及其後裔的生計問題；京旗回屯亦導致移駐地區的快速

發展，使邊陲逐漸變為內地。然而，參與回屯者畢竟是少數，所以京旗

回屯最終宣告失敗。不過，魏氏也指出京旗回屯是由國家組織，且是一

種在國家所有地上進行的屯田，所以旗人並未脫離國家的嚴格控制，這

也是為什麼儘管成效不佳，但滿洲統治者卻依然強調和推行京旗回屯的

                                                      
73
 李自然，〈試論乾隆朝東北禁邊與八旗生計之關係〉，《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7：6(北京，

2000)，頁 52-55。 
74

 Shuang Chen, Cameron Campbell, James Lee, “ Vulnerability and Resettlement Mortality 

Differences in Northeast China by Place of Origin, 1870-1912,”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2005:2(2006), pp.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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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75 

關於京旗回屯的討論，亦有學者將焦點置於雙城堡地區的探討。嘉

道年間(1796-1850)，北京閒散旗人回屯雙城堡地方，加藤直人〈清代双

城堡の屯墾について──咸豊元年の副都統職銜総管設置をめぐって〉

探討了此時期雙城堡屯墾的情況，並對該地屯丁的管理制度進行深入考

察，且分析了咸豐元年(1851)在雙城堡地方設置總管衙門的原因。76近來，

陳霜在 “Where Urban Migrant Met Rural Settlers: State Categories, Social 

Boundaries, and Wealth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1815-1913”一文，

亦大量使用雙城地區未出版的史料，如：雙城堡總管衙門官兵屯丁戶口

地畝檔冊、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雙城堡協領衙門檔案……等，深入

討論了嘉慶朝以降雙城地區的移旗屯田政策。陳氏認為嘉慶二十年

(1815)，雙城地區設立國家農場，將京旗移入該地屯田，並找了許多東

北鄉間的旗丁至此地協助京旗適應鄉間生活，依靠朝廷發放的田地過活。

她指出：滿洲統治者將該地區的官方移民與非官方移民分成京旗、鄉間

旗人、浮丁與民人四大種類，各享有不同的土地權利。而且，陳氏亦運

用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等方法分析了這些種類間的不平等，77並同時

探討滿洲統治者如何維持每一種類內部間的平等。她特別強調：此時的

滿洲統治者仍然可以維持雙城地區財富與權力的平衡，顯示十九世紀的

清廷依然具有相當的控制力。78 

                                                      
75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思想述論〉，《江南社會學院學報》，8：4(蘇州，2006)，頁 65-67；

魏影、王小紅，〈乾隆朝京旗回屯述略〉，《歷史檔案》，第 1期(北京，2007)，頁 81-86；

魏影，〈略論清代京旗回屯的失敗〉，《北方文物》，第 1期(哈爾濱，2008)，頁 83-86。 
76
 加藤直人〈清代双城堡の屯墾について--咸豊元年の副都統職銜総管設置をめぐって〉，收

錄於石橋秀雄主編，《清代中國の諸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年)，頁 141-158。 
77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 1922年所提出，為描述貧富差距水平最常

用的方法，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不平均配的百分比，數字愈大，表貧

富差距愈大。詳見陳祥升，〈吉尼係數逐步擴大的原因分析〉，《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

會科學版)，25：5(宜昌，2003)，頁 73。 
78
 Shuang Chen, “ Where Urban Migrant Met Rural Settlers: State Categories, Social Bounda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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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旗為民 

    除了前述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一書有論及之外，孫靜〈乾

隆朝八旗漢軍身分變化論述〉一文在出旗漢軍的出路方面做了補充。就

漢軍出旗的成效而論，孫氏認為出旗為民使漢軍最早獲得贍養自身的謀

生本領，這對解決和改善漢軍旗人的生存狀況不無裨益。79不過，謝景

芳〈清代八旗漢軍的瓦解及其社會影響—兼論清代滿漢融合過程的複雜

性〉以為漢軍的存在不是導致八旗生計問題的原因，所以旗人生計問題

不會因大部分漢軍的出旗而得到根本的解決。80 

    范傳南〈乾隆朝八旗漢軍出旗標準芻議〉一文也探討了乾隆朝八旗

漢軍出旗為民的政策對漢軍旗人生計的影響。與先前研究較為不同之處

在於范氏跳出了以往漢族民族主義的解釋框架，站在滿洲統治者的立場，

對於出旗為民政策抱持肯定的態度，實為研究上的一大貢獻。他強調清

廷並未對出旗的漢軍人員採取完全不管不顧的態度，而是在能力所及的

範圍內，儘量挑選擁有較多資產和謀生能力的人員出旗，其本身自有的

財產，亦准許出旗人員攜帶出旗，以備謀生之需。但是，范氏也認為在

八旗制度之下，長期保持的軍事職能使絕大多數的漢軍人員缺乏謀生技

能，即使略有資產，也在出旗後的日常生活中消耗殆盡，使漢軍旗人逐

漸陷入貧困之中。81許會娟〈簡論清代旗人出旗〉亦有論及此議題，惟

未有太多突破。82 

                                                                                                                                       
Wealth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1815-191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9). 

79
 孫靜，〈乾隆朝八旗漢軍身份變化論述〉，《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2期(哈爾濱，2005)，

頁 59-64。 
80
 謝景芳，〈清代八旗漢軍的瓦解及其社會影響—兼論清代滿漢融合過程的複雜性〉，《中央

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5：3(北京，2008)，頁 55-63。 
81
 范傳南，〈乾隆朝八旗漢軍出旗標準芻議〉，《歷史教學》，第 6期(天津，2010)，頁 9-16。 

82
 許會娟〈簡論清代旗人出旗〉，《黑龍江史志》，第 9期(哈爾濱，2010)，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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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息銀兩 

    韋慶遠〈康熙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初創和運用—對清代「生

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一〉、83〈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

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研究之二〉、84〈乾隆時

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

研究之三〉85等三篇專論被視為研究「生息銀兩」的經典之作，並有相

當精闢的論點。 

    不過，張建輝認為韋氏的觀點仍然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故而撰寫

〈關於清代生息銀兩制的興起問題—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考論之一〉、86

〈關於康熙對生息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87〈關

於雍正對生息銀兩制的整頓及其在全國軍隊的推廣—清代生息銀兩制

度考論之三〉、88〈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

乾隆的生息銀兩理論和政策〉、89〈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

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復行「公庫制」的失敗與清釐生息帑本的意圖〉、
90〈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收撤生

                                                      
83
 韋慶遠，〈康熙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初創和運用—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

研究之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3期(廈門，1986)，頁 60-69。 
84
 韋慶遠，〈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

研究之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3期(廈門，1987)，頁 30-44。 
85
 韋慶遠，〈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研

究之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3期(廈門，1988)，頁 8-17。 
86
 張建輝，〈關於清代生息銀兩制的興起問題—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考論之一〉，《中國社會經

濟史研究》，第 1期(廈門，1995)，頁 76-82。 
87
 張建輝，〈關於康熙對生息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清史研究》，

第 3期(北京，1998)，頁 23-29。 
88
 張建輝，〈關於雍正對生息銀兩制的整頓及其在全國軍隊的推廣—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考論之

三〉，《清史研究》，第 1期(北京，2004)，頁 84-93。 
89
 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的生息銀兩理論和政

策〉，《咸陽師範學院學報》，19：5(咸陽，2004)，頁 25-28。 
90
 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復行「公庫制」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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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帑本的時間、條件及其善後〉91等一系列的文章，就清代生息銀兩制

的興起、生息銀兩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雍正皇帝對生息銀兩制的整頓

及其在全國軍隊的推廣、乾隆皇帝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

廢等四個問題，提出不同於韋慶遠的見解。92 

6.八旗孀婦的生計照顧 

    賴惠敏《天潢貴冑──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一書已開始

注意朝廷對宗室覺羅孀婦的贍養。她大量運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

宗人府檔案論述乾隆、嘉慶兩朝對皇族孀婦的照顧。93定宜庄《滿族的

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一書，則是在賴惠敏的研究基礎上，將討論

對象擴及八旗官兵孀婦。她主張統治者對於八旗孀婦的一系列優撫政策，

大都是在乾隆朝頒布的。清廷透過這種照顧孀婦的方式，鼓勵八旗婦女

守節，這在中國歷史上十分罕見。而且，定氏也論及漢族孀婦與旗人孀

婦間的差別待遇。她指出：漢族寡婦只是在為夫殉死之後，或是守節已

達到朝廷規定的年限，才得以「給銀建坊如例」，且至多不過享有減免

賦稅的優禮；但滿族寡婦卻可以由八旗組織承擔起全部的生活。94歐立

                                                                                                                                       
敗與清釐生息帑本的意圖〉，《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咸陽，2005)，頁 23-26。 

91
 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收撤生息帑本的時間、

條件及其善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5(西安，2009)，頁 41-46。 
92
 韋慶遠與張建輝關於「生息銀兩」的討論，詳見鹿智鈞，〈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

度研究的回顧與討論〉，頁 157-160。 
93
 賴惠敏，《天潢貴冑──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7年)，頁 279。 
94
 定氏在書中舉出乾隆朝為照顧八旗官兵孀婦所頒布的政策包括以下幾種：第一、將終身半

俸半餉，給予作戰中陣亡旗兵的孀婦、無嗣無依的普通旗人寡婦，以及兵丁生前再醮之婦。

第二、將一年半俸半餉，給予因其它原因身故旗人的孀婦。第三、包衣旗人中的無嗣孀婦，

每月給予銀一兩，至其子得補錢糧時為止。詳見定宜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 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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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Manchu Widows and Ethnicity in Qing China”亦抱持相同的看法。95 

    關於旗人生計問題的研究，長期以來以「男性」的研究較受到重視，

不過，旗人女性所面臨的生計問題以及朝廷對她們的照顧，實有許多值

得深究之處。賴惠敏與定宜庄討論了乾隆皇帝與嘉慶皇帝對八旗孀婦在

生計上的照顧，可說是開啟了八旗生計問題研究上的新議題。但是，照

顧八旗孀婦生計的經費來源為何？給予八旗孀婦的撫卹銀兩，是否會隨

當時物價的轉變而有所調整？是否會因撫養孩子數目的多寡而有所不

同？是否會因旗分不同而有所差異？這些問題或許值得進一步釐清。再

者，嘉慶皇帝之後的滿洲統治者又是如何照顧八旗孀婦？賴氏與定氏並

未論及。事實上，嘉慶皇帝之後的道光、同治以及光緒諸帝，對八旗孀

婦的贍養問題也十分關注，且其政策亦有所調整。96惟目前關於這方面

的研究仍屬薄弱，若能補強這一塊，定能深化八旗生計問題的研究。 

7.清末新政時期籌劃旗人生計 

    康波〈清末東北旗人的實業與生計初探〉運用「奉天調查局檔案」、

「奉天行政公署檔案」、「奉天府總務科檔案」以及「黑龍江政府檔案」

等地方檔案史料，將研究重點置於清末滿洲統治者為解決東北旗人生計

問題所採取的興辦實業、技能教育等措施。他分別討論了吉林、奉天以

                                                      
95
 Mark C. Elliott, “ Manchu Widows and Ethnicity in Qing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1:1(2000.9), pp.33-71. 
96
 繼嘉慶皇帝之後，道光皇帝規定：「如孀婦子媳俱故，其嫡孫業已食餉，即可養贍祖母，毋

庸辦給孀婦錢糧。」([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 6，〈宗人府六〉，頁 8a-8b。)

爾後，同治皇帝也曾頒布命令：「宗室覺羅妾室，其夫與子俱故，現無正室，無論妾室幾人，

查其曾經生有子女、姓氏入檔在前者，照宗室覺羅孀婦，給予養贍錢糧一分。俟過繼有子

請食錢糧時，即將其孀婦錢糧裁撤。並未生有子女、或有正室現存、及有嫡庶子孫者、均

不准給。」並議定：「如有婆媳均請孀婦錢糧者，止准辦給一分。」([清]崑岡等奉敕撰，《欽

定大清會典事例》，卷 6，〈宗人府六〉，頁 9a-9b。)光緒二年，光緒皇帝也曾下令：「如承祧兩

房之宗室，……其繼承之母，准給孀婦錢糧一分。」([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卷 6，〈宗人府六〉，頁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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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黑龍江三地的實業與教育。康氏認為奉天省所開辦的旗人工廠及工藝

所的數量最多，也是最有成效的，對旗人的教育也頗有助益。而且，旗

人子弟在八旗實業工廠中接受教育，做工實踐，逐漸培養出了自謀生路

的本領。97 

    李德新〈清末新政與八旗社會〉亦探討了清末新政期間，清政府籌

劃旗人生計的措施，包括：勸業歸農、設廠辦學、選壯為兵以及自謀生

計。98儘管李氏並未脫離前人的討論架構，但他舉出更多實例，論述更

為詳細，仍具參考價值。賈艷麗〈清末旗人軍事改革與八旗生計〉一文

再次探討了清末旗人軍事改革與八旗生計之間的關係，儘管賈氏在人數

的統計上較為精確，但其論點與李德新大同小異，99未有太多突破。此

外，呂柏良〈清末民初旗人生計問題之研究(1875─1949)〉雖然也嘗試

討論旗人生計問題，但呂氏所論內容較諸前人突破有限。100 

(四)漸染漢習 

    吳志鏗〈試論所謂漢人習氣──有關清代滿人漢化的一些思考〉著

                                                      
97
 康波指出清末滿洲統治者在吉林省城創辦旗務處工廠，並在工廠內附設工藝學堂。在奉天，

先後設立了實業學堂與八旗工藝廠，並於其中設立學堂授以普通教育；隨後，於錦州、遼

陽以及營口等地，設立八旗工藝分廠。而且，滿洲統治者也於奉天成立八旗女工傳習所。

在黑龍江，滿洲統治者也開辦了八旗工藝廠，亦於廠內特設講堂，藝徒畢業時，經過測驗

者，發給畢業文憑。詳見康波，〈清末東北旗人的實業與生計初探〉，《北方文物》，第 4

期(哈爾濱，2000)，頁 84-86。 
98
 李德新，〈清末新政與八旗社會〉(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頁 19-25。李

德新於 2010年將其碩士論文中「籌劃旗人生計」這一部分獨立出來，發表於《齊齊哈爾大

學學報》，題為〈清末新政時期籌劃旗人生計政策研究〉。詳見李德新，〈清末新政時期籌

劃旗人生計政策研究〉，《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期(齊齊哈爾，2010)，

頁 167-170。 
99
 賈艷麗，〈清末旗人軍事改革與八旗生計〉，《滿族研究》，第 3期(瀋陽，2009)，頁 41-46。 

100
 呂柏良，〈清末民初旗人生計問題之研究(187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

士論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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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討「漢人習氣」的真實涵義。他認為就文字意義而論，「漢人習氣」

本來應該是指漢人的性情、風俗以及習慣等等；然而，就實際運用而言，

似有不少政治的語言操作蘊涵其間，對漢文化故意的鄙夷貶抑。在滿洲

統治者的優勢地位下，強加賦予「漢俗」負面的意義，對漢文化故意鄙

夷貶抑。吳氏特別指出到了清代後期，滿人優勢不再，無法再繼續睥睨

漢人，甚至自慚形穢。反之，此時漢人憑本事崛起，反而開始賤視滿人。

因此，旗人便不能再任意輕視鄙薄漢人而動輒扣上「漢人習氣」之惡名，

進而改採「外省習氣」、「綠營習氣」等字眼代替。101葉高樹〈習染既深，

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一文則認為清初諸帝將清語、

騎射的民族特質與崇尚「淳樸」的民族傳統，視為極具優越性與競爭力

的民族資本，且係有別於漢文化的重要特徵。惟八旗在漢地居之漸久，

旗民往來在所難免，遂在旗人群體中出現了「漸染漢習」的現象。此時，

統治者不得不承認有政策上的疏失，於是加以勸戒、禁止或懲罰，但仍

然無法挽回與遏止這種趨勢的發展。102 

    與旗人「漸染漢習」息息相關者，為「滿族漢化」與否的討論。管

東貴曾先後發表過〈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

〈滿族的入關與漢化〉以及〈滿族漢化問題新解〉等三篇專論。103陳捷

先亦著有〈清室姓名漢化考〉、〈清代滿族婚俗漢化略考〉、〈從清初中央

建置看滿洲漢化〉、〈從御膳看盛清宮中文化的飲食漢化〉等專文。104此

                                                      
101
 吳志鏗，〈試論所謂漢人習氣──有關清代滿人漢化的一些思考〉，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5年。 
102
 葉高樹，〈習染既深，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960-1800)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7年)，247-275。 
103
 詳見管東貴，〈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40：1(臺北，1968)，頁 255-279；管東貴，〈滿族的入關與漢化〉，《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3：3(臺北，1971)，頁 445-488；管東貴，〈滿族漢化問題新

解〉，《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華書局八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華書局，

1992年)，頁 413-433。 
104
 詳見陳捷先，〈清室姓名漢化考〉，《邊政研究所年報》，第 1期(臺北，1970)，頁 1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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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知光〈漢官范文程對清初滿族吸收漢文化的促進作用〉、105林乾〈滿

族形成時期的二元文化特質與清的統一〉、106陳友冰〈“漢化”芻議〉、107

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108鄭克晟〈試論多爾袞對滿族漢化的推動〉109

等亦深入討論「滿族漢化」的議題。惟王成勉〈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

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一文，回顧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

的爭議，對這些文章已有相當詳盡的討論，故本文不再贅述。王成勉主

張過去中文學者在使用「漢化」一詞時，既缺少清楚的定義，也缺少精

確的衡量標準。他亦指出利用「族群性」的理論來進行研究，突顯「族

群意識」與「認同」在文化接觸和相互影響的重要性，將會深化日後中

國歷史上有關文化交流、異民族統治的研究。此外，王氏也認為如何論

述過去非漢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文化互動，以及如何去衡量這些文化的影

響，當為日後重要的課題。110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一文，以

「參漢酌金」的概念取代「漢化」的說法。他主張滿洲在接觸、引進外

                                                                                                                                       
陳捷先，〈清代滿族婚俗漢化略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 15期(臺北，1990)，

頁 207-216；陳捷先，〈從清初中央建置看滿洲漢化〉，《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 189-198；陳捷先，〈從御膳看盛清宮中文

化的飲食漢化〉，漢化、胡化、洋化：中國歷史文化的質變與多元性格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

論文，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2003年。 
105
 知光，〈漢官范文程對清初滿族吸收漢文化的促進作用〉，《黑龍江民族學刊》，第 4期(哈

爾濱，1995)，頁 70-74。 
106
 林乾，〈滿族形成時期的二元文化特質與清的統一〉，《民族研究》，第 3期(北京，1996)，

頁 93-101。 
107
 陳友冰，〈“漢化”芻議〉，《史學理論研究》，第 1期(北京，1998)，頁 39-46。 

108
 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清史研究》，第 2期(北京，2000)，頁 24-35。 

109
 鄭克晟，〈試論多爾袞對滿族漢化的推動〉，《明清史探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年)，頁 273-279。 
110
 王成勉，〈沒有交集的對話——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收錄於汪榮祖、林冠

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頁

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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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化時，實是以「參漢酌金」為前提；而「參漢酌金」的原則，在滿

洲建國初期的歷史中即已形成，並且對往後國家型態的轉換、統治政策

的擬定、族群關係的調整、文化發展的走向等等，都產生重要的影響。
111最近，葉氏重新思考了「滿族漢化」的相關問題，他在〈「滿族漢化」

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醒研究者在討論「滿族漢化」的問題時，

應該先定義「滿族」這個名詞，並且將八旗成員的屬性納入考慮。再者，

亦須注意區域性差異對旗人「漢化」速度的影響。而且，他認為就旗人

或八旗統治集團而言，不同階層的成員對漢文化的態度，以及接受漢文

化的衝擊和影響程度，應該有所不同，所以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應該將

旗人分層討論，較能釐清問題。112 

(五)消除滿漢畛域 

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一文認為清末在推行新

政與預備立憲的大環境之下，朝廷實行了准許滿漢通婚、任官不分滿漢、

旗人編入民籍、司法同一等平滿漢畛域的措施。其中，遲氏主張以准許

滿漢通婚以及司法同一執行較為徹底；而旗人編入民籍則以東三省的推

行較為成功；至於任官不分滿漢一項，儘管地方官多任用漢人，但中央

核心仍由滿族親貴控制。他特別指出滿洲統治者平滿漢畛域時，取消的

僅是普通旗人的特權，但統治者仍不放棄皇族在政府高層的優勢地位。

這種情形，加劇了社會的不滿，終導致清朝的覆亡。113 

吳志鏗〈晚清有關消除滿漢畛域的討論—以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諭令

                                                      
111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6期(臺北，2006)，頁 153。 
112
 葉高樹，〈「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0期

(臺北，2010)，頁 195-218。 
113
 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近代史研究》，第 5期(北京，2001)，頁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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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為中心〉透過觀察當時官員文士所提之建議，分析時人對滿漢畛域

問題的了解與認識。不同於遲雲飛從清廷決策者及其施政著手，吳氏將

焦點置於一般官員的改革意見、輿論的看法以及朝廷如何取捨等三方面，

他認為所謂「滿漢畛域」實指「旗漢畛域」而言，且滿漢畛域問題並非

族群問題而是國家定位認同的問題，滿漢畛域問題懸而未決，實因既得

利益者爭持的結果。114 

蘇欽〈清末預備立憲活動中“化除滿漢畛域”初探〉詳細分析了滿

洲統治者消除滿漢畛域的過程。115張繼格、劉大武〈試析清末化除滿漢

畛域原因〉從革命者對滿族特權的不滿、外部壓力、旗人腐化與人才缺

乏、八旗兵丁為國家負擔等角度切入探討致使朝廷願意消弭滿漢畛域的

因素。116惟這兩篇文章與前人研究相較之下，僅舉證較為詳細，但在觀

點上與先前的研究大同小異，未有太多突破。 

(六)民族共同體 

    討論滿洲統治者對旗務的整飭，必然會牽涉滿洲民族共同體與民族

的認同問題。近 20 年以來，西方學者關注族群在各種社會關係中如何

被建構的問題，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逐漸被應用於歷史研

究中。許多西方漢學家以民族學與人類學的視角來考察滿族共同體形成

的歷史過程，為滿族研究與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與思索的空間。 

歐立德(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書使用大量的滿文資料來析論

                                                      
114
 吳志鏗，〈晚清有關消除滿漢畛域的討論—以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諭令建言為中心〉，收錄於

林麗月主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年)，頁 233-260。 
115
 蘇欽，〈清末預備立憲活動中“化除滿漢畛域”初探〉，收錄於曾憲義主編，《法律文化研

究．第二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 74-89。 
116
 張繼格、劉大武，〈試析清末化除滿漢畛域原因〉，《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7：2(江蘇，2007)，頁 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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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以那麼少的人口，117卻可以統一中國的原因在於一方面能夠運用中

國的政治傳統，一方面又能同時維持其獨特的認同，尤其是後者，更強

化與鞏固了旗人的統治基礎，其方法之一即為提倡「滿洲之道」。歐氏

於書中提到：「滿洲之道的基本要素包括馬術、射箭、滿文，以及淳樸

的作風，這些都是朝廷所強調的，使得旗人更加滿洲化。有的時候，一

些其他的特質，例如敬天、法祖、忠於皇帝、姓名、服飾，以及那些被

視作『勇敢的特質』也包括在內。」118簡言之，「滿洲之道」的核心就是

國語騎射與淳樸的生活方式。旗人入主中原以後，極力提倡這種生活方

式，並將這種方式視為本民族特質，而且，「滿洲之道」對旗人來說，

更是一種理想的認同代碼。然而，自十八世紀以來，旗人變得喜歡奢侈

的生活，甚至開始以賭博為樂，與此同時，他們國語騎射的能力也在日

漸喪失中。這正是十八世紀朝廷官員之所以再次提倡「滿洲之道」的原

因。119 

    受到西方理論的影響，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在滿

族共同體的架構之下，從塑造文化差異的角度來探討清朝諸帝對八旗子

弟清語騎射能力的加強。孫氏認為皇太極不僅強調清語、騎射的重要性，

而且還將這二者提升到「祖宗舊制」的高度，用以吸納和約束不同來源

的人群，擴大滿洲統治基礎。入關以後，滿洲統治者曾嘗試繼續以「祖

宗舊制」來吸納和規範被征服者，但隨著政權逐漸穩固，特別是到了康

熙朝中期以後，曾經用以維繫滿洲共同體的文化內聚力逐漸喪失，旗人

不得不面對逐漸被漢文化「同化」的事實。至清朝中葉，滿洲統治者認

                                                      
117
 該書所使用的滿文資料包括：《滿文老檔》、《宮中檔滿文雜檔》、《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乾隆朝滿文硃批奏摺》、滿文本的《八旗通志》與《大清會典》

等。 
118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76. 
11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27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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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旗人「漢化」的危險，所以有意識地將清語、騎射等「祖宗舊制」

提升為「滿洲根本」，進而塑造「自我」與「他者」的本質性文化差異，

將「滿洲根本」塑造為具有排他性的集體文化特徵。120 

    綜觀而論，目前學界關於旗務問題的研究成果實屬不少，或有站在

統治者整飭旗務與駐防八旗的立場著手探討，或有將研究焦點置於生計

問題、漸染漢習、消除滿漢畛域等主題上，亦有學者從民族共同體的角

度切入思考相關問題。其中，又以旗人生計的議題最受重視，研究成果

最為豐碩。 

    從史料運用而論，近年旗務研究在取材上的一大特色為直接使用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滿文條陳奏摺等滿文檔案史料，這已顯示愈

來愈多的研究者具備閱讀滿文的能力，而此種現象正與美國學界所謂的

「新清史」相互呼應。其次，也有不少學者根據《內務府財務類俸米冊》、

《盛京內務府糧莊檔案彙編》、〈內務府會計司呈稿〉、〈內務府奏銷檔〉

以及宗人府檔案等以往較少使用的史料進行研究。再次，雙城堡總管衙

門官兵屯丁戶口地畝檔冊、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雙城堡協領衙門檔

案、〈奉天調查局檔案〉、〈奉天行政公署檔案〉、〈奉天府總務科檔案〉

以及〈黑龍江政府檔案〉等地方檔案史料亦被運用於清代旗人生計問題

的研究中。以上這些滿文史料、內務府與宗人府檔案以及中國東北地區

之地方檔案史料的運用，亦顯示近來學者使用資料的多元化，強化了相

關論述的可靠性。 

    就研究方法來說，近幾年來，西方學者強調從「族群性」的角度來

研究清朝歷史，注意族群的自我認同與族群意識，亦即強調該族群的主

體性，並從其立場來思考相關問題。此外，亦有美國研究者將吉尼係數

等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在旗務問題的討論。這些不同的研究路

                                                      
120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 1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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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在在豐富了旗務問題研究的內涵，且使相關的討論更為深入。而臺

灣與中國的相關研究目前較為缺乏這種特色，這或可作為漢語學界未來

發展的方向之一。 

    然而，嘉慶朝以降一直到清末新政以前的旗務政策，目前較乏人研

討。清中期以後，西方勢力逐漸進入中國，旗人所面臨的是一全新的局

面，此時，旗務問題的性質是否有所轉變？清中期以後的統治者在處理

相關問題時，其政策、解決措施與盛清時期的統治者是否有所不同或是

加以承襲？且與清末的處理方式是否有所差異？舉凡這些問題，對於更

全面理解旗務政策，皆具有莫大意義。透過這些問題的討論，或許更能

擴展目前清史學界的視域。正因如此，研究清中葉以後的旗務政策，便

有其價值與必要。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解釋理論 

    滿洲統治者視八旗為「國家根本」，故給予他們諸多特殊優厚的待

遇，以維持政權的穩定。然而，就八旗成員內部來看，其中實存在著一

種「差序格局」。吳志鏗將這種差序格局以同心圓表示，同心圓的正中

央代表滿洲統治者，其外一環同心圓，則代表皇室愛新覺羅家族成員，

共同建構政權的核心。再外一環同心圓，代表八旗滿洲，以八旗武力捍

衛滿洲政權，為政權結構的中堅。更外一環為八旗蒙古，依附於八旗滿

洲，為形成滿蒙共治的重要組成分子。最後則為八旗漢軍，位於政權結

構的最外環，是統治集團的外圍分子。至於漢人官僚與眾多的漢民，則

屬於被征服者，幾乎無法擠入政權的統治結構中。更進一步來說，愈接

近同心圓的核心，其與滿洲統治者之關係建立的愈早、愈為親近，因而

愈能獲得統治者的信任，對維護清政權所發揮的作用也越大，所享有之

特殊的政治權益也越多。反之，愈處於外圍者，與滿洲統治者的關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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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較為疏遠，較不被統治者信任，被賦予鞏固清政權的責任也相對較低，

所享有之政治權益也就愈少。不過，相較於漢人官員，八旗漢軍仍然屬

於統治階層，在政權尚未鞏固之際，朝廷仍須倚重八旗漢軍，所以這群

人依然享有漢人官員所沒有的特殊待遇。121 

    由於滿洲統治者的旗務政策，無論是八旗官職缺額的分配，還是八

旗兵餉的發放與恢復、八旗鰥寡孤獨的照顧、生息銀兩的實施，亦或八

旗教育的改革、滿漢畛域的破除，當中皆存有差別待遇。換言之，雖然

同樣係屬八旗，但宗室、覺羅、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所受的

待遇卻大為不同，正符合差序格局的基本形式，因此本文擬以此種概念

作為解釋的基礎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統治者所制定之旗務政策的宗旨，係在於保護

與照顧八旗，進而鞏固滿洲政權。然而，就政策的執行結果而言，旗人

卻在無形之中與漢人逐漸相互融合。不過，這種現象似乎不宜用「漢化」

一詞蓋括解釋。近二十年以來，隨著對滿文史料的整理與運用，新興的

阿爾泰學派(Altaic School)逐漸開始質疑過去主流的漢化學派。122而西方

學者關注族群在各種社會關係中如何被建構的問題，正是呼應此種對漢

化學派觀點的質疑。其中，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逐漸被應

用於歷史研究中，許多西方漢學家以這兩個視角來考察滿族共同體形成

的歷史過程，為滿族研究與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與思索的空間。 

    1967 年，何炳棣在全面論述清朝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時，聚焦於漢

文化對非漢民族的作用力，進一步論證滿洲政權實施制度性的漢化政策，

實有利於清朝從八旗部落政權轉向中央集權帝國的發展，並且贏得漢族

精英的支持。因此，何氏認為採行有系統的漢化政策，是清朝統治成功

                                                      
121
 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頁 26-28。 

122
 蔡偉傑，〈書評 Mark C. Ellio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政大民族學報》，第 25卷(臺北，2006)，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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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123事隔三十年後，羅友枝(Evelyn Rawski)於 1996 年歸納過去十

多年的清史研究成果，對「漢化」觀點提出質疑。羅友枝認為中國歷史

上的非漢民族征服政權，始終存在著抵制漢化的意識；滿洲統治者則融

合了內陸亞洲與漢人思想意識，形成新的統治權，從而建構多民族的帝

國，成為清朝統治中國成功的關鍵。她也提醒研究者必須重新思考以下

的問題：八旗統治集團對帝國的重要性、清朝對邊疆地區社會經濟造成

的影響，以及多民族帝國體系的建立與成就。而且，這些問題並非傳統

的「漢化」觀點可以涵蓋。124這種新的研究趨勢所顯示的是一種以滿洲

民族為本位的「滿洲中心觀」。對於羅友枝的挑戰，何炳棣對自己在三

十年前所提的觀點仍然深具自信。他駁斥羅友枝的觀點，認為漢化是一

個漫長、複雜且持續不斷的進程，如果拒絕接受「漢化」觀點，則無法

解釋滿族統治中國的成功。125 

    由上述可知，清史學界對「滿族漢化」這一概念仍然存有很大的爭

論，且至今仍無定論。對於這場爭論，王成勉站在旁觀者的立場，清楚

地予以陳述。他認為使用者在運用「漢化」這一詞彙時，既缺少明確的

定義，也缺少精確衡量的標準；而且，爭論的雙方在沒有提出一套完整

或可以讓對方接受的「漢化」定義之前，就已經開始相互批評。職是之

故，王成勉將這場爭論稱之為「沒有交集的對話」。126 

    臺灣最早對「滿族漢化」進行有系統地討論的學者為管東貴，他在

「滿洲文化為弱勢文化」的前提下，主張應將滿族的漢化分為「文化同

化」與「民族融合」兩個緊密相連的連續層次，並且把「民族融合」這

                                                      
123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February, 1967), pp.189-195. 
124

 Evelyn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ember, 1996): 829-838. 
125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February, 1998), pp.128-152. 
126
 王成勉，〈沒有交集的對話——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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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次看作是在某種清況下進行之「文化同化」所產生的結果，而滿族

的漢化，已經達到「民族融合」的程度。127管氏以為「文化同化」的意

義相當於「acculturation」(「涵化」)，惟在「文化同化」的過程中，由

於旗人的漢化始終停留在「文化寄生」的層次，所以其民族生機也就愈

來愈依靠在「以民族提供武力，以武力鞏固政權，以政權保護民族」這

種「民族、武力、政權」三環互相倚存的關係上。128 

    不過，人類學者對「涵化」一詞的定義如下：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

的文化在接觸之後，彼此間相互影響，導致一種文化接受其他文化的元

素。而且，文化相互接觸之後，不論本土文化或新來的文化都會發生轉

變，並在調整的過程中產生第三種文化；在這新產生的文化當中，一些

舊文化的成份保持不變，其他的成份或以新面目出現，或完全消失。129「涵

化」一詞含有兩種文化相互影響的涵意，雖然管東貴認為滿漢之間的接

觸為一涵化的過程，但他仍然只將討論焦點置於旗人漢化的影響，而未

討論漢人的滿洲化。再者，管東貴將滿洲文化視為一種弱勢文化，認為

旗人對漢文化抱持仰慕，故旗人漢化為一必然的趨勢。不過，在現今尊

重多元文化的知識體系下，學者每每強調對不同文化予以適度的尊重，

如此一來，以優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二元對立概念來探討相關問題，便

顯得不夠客觀，甚至容易掉入文化歧視的陷阱之中。 

    綜合上述，由於清史學界對「漢化」這一概念仍然存有很大的爭論，

至今仍無定論；加上「漢化」一詞相當富有漢民族優越意識的內涵，且

解釋範圍不夠寬廣，故本文避免使用「漢化」一詞進行解釋，而改採「齊

                                                      
127
 管東貴，〈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頁 277-278。 

128
 管東貴，〈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頁 255-279；管東貴，〈滿族

的入關與漢化〉，445-488；管東貴，〈滿族漢化問題新解〉，頁 413-433。 
129
 芮逸夫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人類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 214；

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著，蘇國良等譯，〈中國遼代社會史(九 0七~一一二五)總述〉，收

錄於鄭欽仁主編，《征服王朝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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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的概念進行分析。 

    探討旗務政策必然涉及旗人特權與滿洲傳統文化兩個議題，統治者

藉著兩者的維持，強調八旗人等的特殊性與優越性，清楚豎立旗人與民

人之間的界線。不過，愈到清朝後期，受到政局不穩、財政困窘、西力

衝擊以及所在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旗人與民人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八

旗成員逐漸與民人齊一。杜正勝於《編戶齊民》一書中指出：任何一種

合理可行的政治組織，其成員結構必定屬於金字塔型，且為頂頭尖，底

層廣。理論上，凡征服者及其子孫皆為統治階層；然而，由於征服者子

孫長期繁衍之後，所謂統治階層的全部人口便會膨脹至與金字塔型政治

組織不相容的程度。意即統治階層的人口太多，致使被統治者階級無力

供養。這樣一來，其結果是可以逆料的，一為導致整個統治階層的崩壞；

二為統治階級內部自動分化，部分成員身分地位下沉，淪落到與被統治

者幾無二致的地步。而這種封建特權體制崩潰的過程，即為古代「齊民

化」的歷程之一。130杜正勝的觀點固然係針對周代而言，然其所謂金字

塔政治組織，以及此組織崩壞導致部分統治者淪落到與被統治者相似的

情形亦可見於清代。而且，《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嘗用「竟與齊

民無別」，131《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亦曾用「下同齊民」等語，132

顯示清代仍然在使用「齊民」一詞。因此，清代旗人特殊性逐步消除的

過程或可用齊民化的概念予以解釋。 

    本文所謂「齊民化」係指逐步卸除旗人在政治、經濟、法律、教育、

日常生活、風俗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其與民人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

                                                      
130
 杜正勝所謂之「齊民化」，除指封建制崩潰的過程之外，尚包括郡縣制建立的歷程。惟其所

謂「編戶」、「齊民」兩詞係一體兩面，在討論古代齊民化過程時不可分開使用。(詳見杜正勝，

《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頁 42-48。)然而，本文所

用之「齊民」一詞，係參考杜氏「齊民」概念，且針對清代情形略有調整，並非直接套用其

「編戶齊民」的概念。 
131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16，頁 6a，順治十五年四月丙戌條。 

132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32，頁 16a，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上壬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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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與民人齊一的過程，這種發展過程可以說是朝著反特殊化的方向進

行。就旗人所享的特殊權利而言，清代前期，滿洲統治者為了建構自己

的統治地位，致力於將旗人特殊化，讓八旗享有種種民人所無法擁有的

權利。在這段期間，儘管統治者仍然實施一些看似齊民化的舉措，例如：

一改旗人犯罪免發遣的規定，下令漢軍犯軍流罪者照律發遣；又如將屯

住旗人編入保甲，落實旗民合編保甲。然而，滿洲皇帝此舉的目的不在

於將旗人齊民化，而是在於維持統治集團中核心成員的利益，故開始將

統治集團的外圍份子──八旗漢軍排除在外。同時，當滿洲本位法令造

成諸多流弊進而引起漢人不滿時，統治者擔憂這種現象會危及其政權的

穩定，故會有所調整，133以致出現一些看似齊民化的現象。134清中期以

降，對外戰爭導致國庫日益空虛，財政困難。當照顧旗人的傳統與現實

環境相衝突時，滿洲統治者仍會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而暫時放棄優

先照顧八旗的原則，縮短了旗、民之間的差距。儘管日後當國家社會秩

序逐漸恢復之後，統治者曾想要恢復旗人的特權，但已力有未逮，無能

亦無法繼續確實維持八旗人等的特殊權利。爾後，隨著甲午戰爭爆發，

要求消弭滿漢畛域的聲浪日益高漲，統治者只好致力於消除旗民差異，

                                                      
133
 吳志鏗，〈清代前期滿洲本位政策的擬訂與調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2期(臺

北，1994)，頁 103。 
134
 清初這類看似齊民化的舉措尚表現在以下事例：乾隆二年(1737)，御史舒赫德(šuhede)奏請

將各省稅務歸旗員管理。但乾隆皇帝認為設立關隘的本意並不在照顧收稅官員的家計，若只

因為旗員貧乏而給其這個職位，將導致旗員貪汙。乾隆皇帝亦指出查辦稅務的官員，本來就

無滿、漢之分，只要是廉潔自愛者，皆可擔任。([清]嵇璜等奉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 26，

〈征榷考二．征商〉，頁 5085。)這則上諭係在乾隆二年頒布，此時的統治者仍然致力於旗人特

殊性的維持。因此，乾隆皇帝不讓旗人把持肥缺的原因並不在於「滿漢一體」，而係當時滿

洲本位法令的諸多流弊已造成漢人的反感，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平息眾怒，故放慢旗人特

殊化的進程，不讓八旗子弟專擅肥缺。從另一方面來看，旗籍官員或因對漢人存有猜疑之心

與排斥感，或因不願放棄既得利益，所以一再奏請朝廷讓旗員掌管稅務。顯示滿洲皇帝的利

益不一定與旗人一致，統治者以政權的穩定為考量，旗員則著重私利的獲得。惟當政權出現

危機時，統治者往往只好放棄照顧旗人的權利，優先鞏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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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次取消八旗的諸多特權，以政府力量推動八旗的齊民化，致使旗人在

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日常生活、風俗文化等各方面，逐漸與民人

融合、齊一。 

    討論旗人齊民化的過程，實不可忽視所在環境對旗人文化適應所產

生的影響。探討一個民族在一個新的移民環境中，如何受所在環境的影

響進而發展出不同於傳統的應對之道時，人類學家往往運用

「Indigenization」(在地化)這個概念來加以解釋。「Indigenization」一詞

的原始定義為：使其具有地方性，135擴大至人類學的範疇來理解，意即

一個民族進入新環境之後，必然會有所改變，採用在地的信仰、習俗以

適 應 當 地 文 化 。 法 國 學 者 高 格 孚 (Stéphane Corcuff,1971 — ) 將

「Indigenization」一詞用於政治學的研究，136他認為「Indigenization」指

的是：新來的移民最後終究會與當地人慢慢的融合，這是一種歷史的必

然，亦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遷移的時間久了，新來的移民自然會走

向本土化。137在歷史學界，有研究者把「Indigenization」的概念運用於

基督教傳播的研究，將「Indigenization」定義為：「讓傳教士以最自然

的方式融入環境之中」；138也有學者將其運用在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發展的

                                                      
135
 韋氏辭典對「Indigenization」一詞的解釋為：「to cause to have indigenous characteristics or 

personnel」詳見"Indigenize," Merriam-Webster, accessed March 10, 2011,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ndigenize。另外，「localization」一詞，雖有「在

地化」的意含，但大多用於經濟學上的討論，尤其著重於如何抵抗全球化(globalization)方面。

因此，本文不用「localization」一詞，而是採用「Indigenization」的概念來解釋。 
136 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專攻政治科學，現任教於法國里昂政治學院(Lyon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里昂東亞學院(Lyons Institute of East Asia)以及國立東

方語文學院(Paris’ NationalInstitute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137
 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著，《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臺北：允晨出

版社，2004年)，頁 75。 
138
 例如 Daniel A. Weightman 於"Defining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Indigenization: A Roadmap 

for Parachurch Mission Agencies Serving the Bahamas"一文中指出：「indigenization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planting ministries that “fit naturally into their environment.”」詳見 Danie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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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將「Indigenization」描述為：「清代來臺漢人由移民社會(immigrant 

society)變成土著社會(native society)的過程」。139由於本文討論的主題涉

及旗人如何受所處環境的影響進而發展出不同於滿洲民族傳統的應對

之道，正可以由「在地化」概念予以理解。140 

    本文所謂「在地化」的意涵是指：滿洲人入關以後，其日常生活與

風俗習慣必須遷就當地環境而有所變化與調整。入關以後，旗人所面對

的是一個完全不同於關外時期的社會，為了適應大環境，其生活方式、

文化與風俗必然會有所調適與轉變，從而逐漸適應當地社會，逐步在文

化上與民人齊一。清中期以前，滿洲統治者所制訂的旗務政策，重視保

存清語、騎射與淳樸風尚等滿洲民族的特質。然而，對非統治階層的旗

人來說，自入關以來，其日常生活與風俗文化逐漸融入當地社會，不再

獨立於所處環境之外，易受所在環境的影響而放棄部分原來的傳統。正

如雍正皇帝所說：「我旗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141

就此而言，八旗兵丁在選擇生活方式時深受環境所影響，而非由皇帝的

主觀願望與權力來決定，這或許就是儘管統治者不斷強調清語、騎射與

                                                                                                                                       
Weightman, "Defining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Indigenization: A Roadmap for Parachurch 

Mission Agencies Serving the Bahamas"( MA Thesis,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8), p. 1. 
139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頁 92。 

140
 滿洲統治者為防止駐防旗人消融於漢人社會之中，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將旗人與民人相隔開

來，包括：建立「滿城」；規定駐防旗人不得與當地民人相互交產、通婚；不得以駐防地為

籍貫；不准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不得於駐防地安葬。但是，這些措施與旗人的在地化並

不會相互衝突。首先，駐防旗人的日常生活供給，大都依靠當地民人，旗、民之間勢必會

有所交流、往來，如此則必然會對統治者的隔離政策造成衝擊。其次，居住在漢地，日常

生活和社交往來的主要語言皆為漢語，如不通漢語，實無法生存，旗人因而選擇以漢語為

主要生活用語。而且，漢地大多為農地，如果在此繼續維持八旗的騎射傳統，則很容易踐

踏禾稼，甚至因而必須賠償，所以居住在漢地的旗人大多疏於騎射。因此，儘管清代設有

滿城，但這無法阻止八旗子弟在地化的趨勢。 
141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 2，頁 25a，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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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樸風尚的重要性，但八旗子弟的表現卻與之背道而馳的關鍵所在。而

這種生活方式、文化與風俗在地化的過程，即是文化上的齊民化。 

    綜上所述，持漢化觀點者主張滿、漢文化接觸之後，滿人文化會漸

受漢人文化的影響而有所變化。這是以優勢文化與弱勢文化概念來立說

的，然恐有文化歧視之嫌。在地化是以環境對於影響旗人日常生活與風

俗文化的視角切入討論，跳脫了優勢文化與劣勢文化的二元對立窠臼。

齊民化則著重旗人特權與文化特殊性的卸除過程，其中，旗人在日常生

活與風俗文化等文化特殊性的消弭，即與在地化息息相關，終致旗人邁

向文化上的齊民化。以齊民化和在地化來論述旗務的變化，較能提出客

觀的解釋，而非只是以旗人仰慕漢文化的說法一筆帶過，這也是本文化

採用這兩種概念的原因。 

 (二)史料運用 

    本文嘗試以宮中檔、上諭檔、起居注冊、《四國新檔》以及〈軍機

處檔．月摺包〉等檔案史料為主。其中，〈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宮中

檔道光朝奏摺〉、〈宮中檔咸豐朝奏摺〉、〈宮中檔同治朝奏摺〉、〈軍機處

檔．月摺包〉等，為臺北故宮博物院特藏的史料，目前並未出版，故以

此作為研究的依據，別具意義與價值。其次，本文查閱《清實錄》、《欽

定大清會典事例》、《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獻通考》、《清朝

續文獻通考》、《清史稿》、《籌辦夷務始末》、《欽定戶部則例》等官書史

料，以藉此了解朝廷措施在不同時間的轉變。 

再次，研究旗務問題，實不可忽略與八旗相關的史料，諸如：《上

諭旗務議覆》、《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八旗

通志初集》、《欽定八旗通志》、《八旗文經》、《荊州駐防八旗志》、《駐粵

八旗志》、《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等，這些史料對於研究旗務政策與分

析政策的成效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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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琿春副都統衙門檔》與《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等

地方檔案史料，目前較少被研究者運用於旗務政策的討論，惟這些地方

檔案史料的使用，可使資料更為多元化，更加強化相關論述的可靠性。

另外，本文亦以御製文集、《皇清奏議》、《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皇朝

經世文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讀例存疑》、《清稗類鈔》、《雙城堡屯

田紀略》，以及《郎潛紀聞》、《天咫偶聞》、《庸盦筆記》、《左恪靖侯奏

稿初編》、《聖武記》、《聽雨叢談》、《異辭錄》、《凌霄．一士隨筆》等時

人的筆記文集為輔助材料，以彌補檔案官書的不足。 

 





 

 

第二章  承平時期旗務政策的轉向 

(1780—1839) 

    就整個清朝大歷史來看，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漢軍出旗以降，一

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鴉片戰爭爆發前夕的這段期間，與前、後時期相

較之下，為一相對安定的時期。僅管在此期間，湖北、四川、陝西等處

曾發生白蓮教亂，直隸、河南等地有天理教反清，東南沿海亦出現洋盜

蔡牽為亂，但這些動亂終究被朝廷所平定；故與乾隆朝的對外戰爭以及

道光朝以後的內憂外患相較之下，這時的中國仍然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

所以本文稱此一時期為「承平時期」。旗人在這段時間所面臨的重大問

題包括：清語漸荒、騎射衰弱、生計困難以及「沾染漢習」。儘管滿洲

統治者仍然想要維持旗人的特殊化，以壯大統治集團的實力，進而鞏固

政權，但此時統治者解決問題的政策已有所轉向。儘管優先照顧旗人的

宗旨係延續先前的旗務政策而來，但就其具體辦法來看，政策的方向與

先前已有很大的不同。不同於盛清時期透過扭曲政治、經濟資源的分配

以維持八旗成員的特權，此時的旗務政策已不再藉由剝削民人權利的方

式來強調旗人的特殊優越地位，轉而更加重視「旗人根本」，著重滿洲

文化的發揚，藉以保存清語、騎射等滿洲民族的特質，從文化上強調旗

人的特殊性與優越性。其次，關外時期與入關初期，八旗組織以軍事功

能較為顯著；但承平之後，其民政功能日漸彰顯，相當注重旗人的生計

問題。再次，滿洲統治者認為八旗「沾染漢習」，是造成他們清語漸荒、

騎射衰弱的主要原因，且導致旗人生活奢靡，忘記舊有的淳樸風尚，所

以亦特別要求八旗子弟革除「漢人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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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清語能力的重視 

    語言是劃分族群的重要指標之一，同一族群的人，常被認為是一群

有共同語言的人群。而且，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日常溝通的主要媒介，共

同的語言以及無礙的溝通往往是民族情感形成的基礎。1更重要的是，

語言這種文化特徵，並不是定義一個人群客觀條件，而是人群用來表現

主觀族群認同的工具。有清一代，滿洲統治者即將清語視為標識旗人身

分的核心文化特徵，2時常強調清語為「滿洲之根本」，3試圖透過挖掘與

維護這種集體文化特徵，塑造「自我」與「他者」的本質性文化差異，

並保持與「他者」的界限，從而穩固統治基礎。4 

    然而，無論滿洲統治者如何強調清語的重要性，八旗子弟卻缺依然

出現清語漸荒的情形，且這種情況早在康熙年間(1662-1722)即已顯露出

一些端倪。康熙皇帝曾經預想「後生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可能產

生的危機，故於康熙十二年(1673)命翰林院學士傅達禮「將滿語照漢文

字彙發明，某字應如何用，某字當何處用，集成一書」，「使有益於後學」，
5並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書成之時，將此書命名為《清文鑑》。此時，

康熙皇帝亦不得不承認清語已經面臨「老成耆舊，漸就凋零」的困境。
6《清文鑑》字書的問世，正反映旗人清語能力衰退的事實；而且，這

                                                      
1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New York: Elsevier, 1981), p.34;V. Kozlov, “On 

the concept of ethnic community,” Soviet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Today, ed. by Yu. 

Bromley(Mouton: The Hague, 1974), p.79. 
2
 清語，即滿語，又稱為「國語」，重視清語是滿洲統治者強化與鞏固國家體制的重要手段之

一。 
3
 舉例而言，乾隆皇帝曾強調：「騎射國語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清]長善，《駐粵

八旗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99年)，卷首，〈敕諭〉，頁 16b。) 
4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 121、130。 
5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第 2冊，頁 9a-9b，

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條。 
6
 《康熙帝御製文集．第三集》，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第 41 輯(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1966 年)，卷 20，〈序．清文鑑序〉，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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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一旦發生，勢必會持續惡化下去。7降至雍正年間(1723-1735)，即

有八旗兵丁於會集值班之處以漢語交談，遭到雍正皇帝嚴斥，8甚至出

現八旗滿洲「以漢語互相戲謔」的現象。9 

(一)乾嘉道三朝對旗人清語能力的強調 

    乾隆朝以降，旗人清語漸荒的情況並未好轉，反而有愈加惡化的趨

勢。面對這種文化危機，乾隆、嘉慶以及道光三位皇帝曾先後致力於八

旗子弟清語能力的強化，時常藉著各種機會重申清語為八旗根本的祖宗

家法。乾隆皇帝對屬於滿洲舊俗的清語極為注重，時時以滿語作為激勵

旗人士氣、凝聚旗人族群意識的手段。10嘉慶皇帝即位之後，承襲乾隆

皇帝的做法，仍然相當重視八旗子弟的清語能力。嘉慶六年(1801)三月，

尹壯圖上奏朝廷：滿洲子弟在十五六歲以前，應該先熟讀經書，講明理

義，等到「心性融澈，精力完固」以後，再則以騎射繙譯。11嘉慶皇帝

認為尹壯圖所奏實為紕繆之論，因為「滿洲國語本應不學而能，騎射亦

須同年練習」，如果按照尹壯圖所言，「必俟十五六歲以後始行學習，安

能精熟？」如此則有違統治者所謂「國語騎射為滿洲根本」的諄諄訓誨。
12不過，此時正當嘉慶皇帝下詔求言之際，不願以言罪人，所以並未懲

                                                      
7
 葉高樹，〈習染既深，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收錄於《近世中國的社會與

文化(960-1800)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7年)，頁 260-261。 
8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6年)，卷 11，頁 13b，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諭。 
9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 6，頁 2b，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

諭。 
10
 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頁 208。 
11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81，頁 15a，嘉慶六年三月下

癸卯條。 
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頁 109-110，嘉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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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尹壯圖，僅將原摺擲還本人，並加以申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般

的八旗子弟之外，皇子與宗室王公亦為統治者關懷的對象。乾隆三十一

年(1766)五月，當永琰還是十五阿哥的時候，乾隆皇帝見他所執成親王

題畫扇頭，有「兄鏡泉」三字落款，便告誡取用別號為「書生習氣」，

是「虛名相尚」，是「效書愚陋習」，並藉此重申「國語騎射」的祖訓。
13爾後，當嘉慶皇帝回想起這往事時，也再次申明「我朝家法相傳，國

語騎射尤當勤加肄習」，同時，亦申飭諸皇子：「若竟以風雅自命，與文

人學士爭長，是舍其本而揣其末，非蒙以養正之意也。」並下令將此諭

旨貼於尚書房中，希望皇子們有所警惕。14至於宗室方面，嘉慶十六年

(1811)三月，御史伯依保條奏宗室人員請添派學習行走原缺一摺，嘉慶

皇帝認為清朝家法規定甚嚴，宗室人員應以「學習清語，勤肄騎射為重，

即文學科名，尚非所亟」；而且，宗室等如果多得文職，必然導致重文

輕武，或是希圖外任。如此一來，將出現清語騎射鮮有究心之人的現象，

「於滿洲家法殊有關係」，所以下令將伯依保的奏摺駁回。15 

    除了不斷重申與宣示清語為八旗根本的祖訓外，乾隆、嘉慶以及道

光三位皇也透過各種實際行動來強化八旗人等的滿語文能力。首先，先

就乾隆皇帝來看，他曾規定即便是辦事妥當之員，也必須熟習清語才可

以保列一等；否則，即使辦事能力強，也不許保舉。16而且，對於滿語

不佳的旗人，乾隆皇帝也下令將他們發往東北重新學習滿語。舉例而言，

嘉慶三年(1798)三月，當乾隆皇帝還是太上皇時，正黃旗滿洲世襲恩騎

尉常安(canggan)不諳清語，且屢經訓斥，亦毫無長進。統治者認為常安

                                                      
13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760，頁 8a-9b，乾隆三十一

年五月上辛巳條。 
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8，嘉慶九年二月初七日，內閣奉上

諭。 
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97，嘉慶十六年三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 
16
 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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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皆因平日只圖安逸，並不留心向學所致」，故將其發往「清

語騎射俱好」的吉林，交與秀林、吉祿等人看管，令其學習清語，三年

之後再行查考。17再者，乾隆皇帝也相當重視滿語文的鞏固與發展。例

如：透過規定滿文公文的使用範圍、改滿文中音譯漢文借詞為意譯、糾

正原有意譯漢文借詞的錯誤、新定意譯漢文借詞、確定某些漢文地名的

滿文對譯以及規定滿文人名的書寫方法等方式，規範滿語文，使之符合

固有的規律，18從另一途徑鞏固滿文，使之不至於消失殆盡。 

    再就嘉慶與道光兩朝而論，此時的滿洲統治者用以強化旗人清語能

力的舉措大致有以下幾項：第一、 清語能力不佳者予以處罰，能力佳

者予以補缺。其中，處罰的方式又以將滿語不堪的八旗官員離任、解任、

降職、革職等為主。道光十年(1830)二月，察哈爾鑲白旗總管常德(cangde)

「不識滿洲蒙古文字」，道光皇帝認為總管有統轄一旗之責，如果不識

滿洲蒙古文字，則「於公事未能明晰，不勝總管之任」，所以飭令常德

仍回本營當差。19十二年(1832)九月，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兼鑲紅旗漢軍副

都統吉倫泰(jiluntai)，因「滿、漢文均屬生疏」，遭皇帝下令「所管鑲藍

旗蒙古副都統、所署鑲紅旗漢軍副都統事務，均著毋庸管理」。20除了懲

處不諳清語的旗人之外，對於熟諳滿語，尤其是清語繙譯能力佳者，統

治者亦優先讓其挑補額缺。道光四年(1824)三月，駐藏前鋒富森、色瑚

禮繙譯通順，統治者因而下令：「俟本旗出有升缺，與應揀選人內，一

體分別酌量揀補。」21另外，熱河都統衙門必須時常處理各項蒙古字來

                                                      
17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64，頁 1b-2b，嘉慶五年四月下戊戌條。 

18
 詳見佟永功，《滿語文與滿文檔案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年)，頁 40-57。 

19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165，頁 20b-21a，道光十年

二月丁丑條。 
20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219，頁 5b，道光十二年九月上丙午條。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66，道光四年三月初一日，內閣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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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及各旗蒙古控案，但由於該衙門中能將蒙文譯成清文者太少，所以

松筠(sungyūn)於道光八年(1828)八月奏請添設蒙古官學。對此，道光皇

帝下令准許添設蒙古官學，以馬甲西凌阿充補教習，前鋒德克精額幫同

教讀，並以閒散旗丁二十名作為學生定額。而且，一年之後，學生中如

有能繕寫清文者，優先挑補馬甲；如遇蒙古來文暨控告呈詞，已挑補馬

甲的學生中，有能譯清文者，即作為額外貼寫筆帖式。22由此可知，滿

文既是公文往來的書寫工具，亦可作為八旗人等補缺的條件，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再者，滿洲統治者以熟諳清語作為獎拔黜退人才的依據，獲

得提拔者，可擠身滿洲統治集團的上層；被黜退者，則可能被排除於滿

洲統治集團之外。顯示，自清中期以後，對滿洲文化的認同與否，已逐

漸取代傳統提供勞務力役或財富，成為是否被納入滿洲統治集團的新標

準。 

    第二、在旗人的「根本之地」——吉林省頒發官刻善本清文書籍。

道光五年(1825)二月，吉林將軍富俊發現當地衙門處理旗民交涉事件，

定擬罪名立案時，多用漢文，如此必導致清文日漸生疏。為此，他建議

朝廷頒發官刻善本清文書籍，以加強當地旗人的清語能力。道光皇帝認

為所奏甚是，故下令武英殿查照富俊單開各種書籍，裝訂齊全，預備富

俊派員請領。23 

    第三、維持庶吉士內學習清書的人數保持在十人左右。按清制，自

順治朝以來，為了消弭滿、漢之間的語文隔閡，朝廷開始在庶吉士內挑

選品行端方，年力強壯者學習清書，滿員漢員各半，待其精熟以後，授

以科道等官。如此一來，這些學習清書的庶吉士在朝中召對時，便可直

接使用清語，省轉譯之煩；在外省則可與滿洲鎮撫諸臣言語相通，以收

                                                      
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41，道光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內閣

奉上諭。 
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2，道光五年二月十九日，內閣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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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寅協恭之效」。24順治年間(1644-1661)學習清書的庶吉士尚有二十人

之多；降至雍正朝，學習清書者漸少，每科減至十四員至十七八員不等。

乾隆皇帝即位以後，致力於清語文能力的提倡，故於乾隆十六年(1751)

下令庶吉士學習清書的人數應維持每科十人左右，且寧缺毋濫。25然而，

到了嘉慶年間(1796-1820)，學習清書的庶吉士人數更少，只有三人而已。

為此，翰林院掌院學士曹振鏞、桂芳(guifang)於嘉慶十六年五月上奏朝

廷，希望增派庶吉士學習清語，使其人數維持在每科十人左右，以「偹

(備)典制而均教育」。此建議亦得到嘉慶皇帝允許，下令每科清書庶吉士，

應遵奉乾隆十六年的諭旨，維持在十人左右，不可以過少。26 

(二)旗人清語能力依然逐漸衰弱 

    不過，僅管乾隆、嘉慶以及道光三位皇帝不斷強調清語能力的重要，

並且採取諸多具體措施來加強八旗人等的滿語文能力，但旗人的清語能

力卻依然逐漸衰弱，且這種現象可分別從宗室王公與八旗官員兩個不同

階層來看。先就宗室王公而論，嘉慶十八年(1813)夏至，嘉慶皇帝傳諭

宗人府知會慶郡王永璘前往視牲，但永璘於視牲之日並未到視牲所視牲，

後經軍機大臣奉旨詢問，才知道永璘因為「清文生疏」的關係，在接到

宗人府知會時，將滿文的「視牲」誤認作「陪祀」，最後被處以「罰郡

                                                      
24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 43，頁 11a-11b，順治六年四

月丁未條。 
25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90，頁 17b-18b，乾隆十六年閏五月上甲戌條。 

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85，嘉慶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內閣

奉上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滿洲統治者不斷加強旗人的清語能力之外，亦有旗人自發性的

致力於滿語文的教學。舉例而言，嘉慶年間，駐防於荊州的鑲紅旗滿洲來福著有《滿漢幼學

小學習清語說》一書，該書一直至光緒朝仍被當地學習繙譯者奉為先導。而且，來福亦在當

地八旗官學中擔任教習，誨人不倦，造就了諸多人才。([清]希元，《荊州駐防八旗志》(臺

北：文海出版社，1999年)，卷 11，〈人物志．儒林〉，頁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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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俸一年」的處罰。27而且，宗室王公的清語能力不佳，亦表現在奏摺

的書寫上。嘉慶二十四年(1819)，正藍旗滿洲宗室明興阿時任奉天府府

尹，他在奏請陞補承德縣知縣及請撥歲需經費銀兩之時，均用漢字書寫

奏摺。然而，奉天省奏事之摺，除刑名案件外，都應該以清漢合璧繕寫。

對此，嘉慶皇帝指責如果這種情況日久相沿，必然會導致旗人漸忘舊制，

所以下令將明興阿交部議處，並申飭嗣後一定要恪遵定例，不可率臆更

張。28 

    再就八旗官員的清語漸衰來說，八旗官員清語漸荒的現象又可從在

京八旗官員與駐防八旗官員兩個不同層面來探討。就在京八旗官員而論，

無論是內務府官員、各衙門筆帖式抑或太常寺卿，皆出現旗員不諳清語

清文的情況。嘉慶四年(1799)七月，內務府在呈遞的奏摺中，將孝聖憲

皇后的滿文尊號繕寫錯誤，嘉慶皇帝大怒，下令將主事者德寧與筆帖式

積善各枷號一個月，滿日之後，鞭責八十；筆帖式興保則遭革職處分，

並鞭責五十。同時，嘉慶皇帝亦指責內務府人員「於清文本不熟習，至

如繕寫清字，則多有依樣描畫，不但不解文義，且並不識字靣者有之」。
29從此案例中可發現，就連承辦清字文案的筆帖式業已出現不熟清語清

文的現象。筆帖式的滿文讀如[bithesi]，漢譯為「辦理文書之人」，天聰

五年(1631)改巴克什(baksi)為筆帖式，掌管繙譯滿、漢章奏文書。30按清

制，各部院衙門皆設有筆帖式一職；然而，愈至後期，不能繙譯的筆帖

式越來越多，所以出現請書吏代寫清字的弊端。嘉慶皇帝因而於嘉慶二

十四年下令筆帖式學習期滿時，當堂面試清字一篇，通曉繙譯者才可以

                                                      
27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69，頁 15b-16a，嘉慶十八年五月丙戌條。 

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43-244，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

內閣奉上諭。 
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66，嘉慶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旨。 

30
 巴克什滿文讀如[baksi]，亦可音譯為[榜式]，漢譯為儒者、先生。詳見安雙成主編，《滿

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年)，頁 39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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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無法通曉繙譯者，概不准留。31而且，道光年間(1821-1850)的筆帖

式考試，亦出現應試者不識清字故請人代考的現象。道光十年正月，現

任禮部筆帖式廣旉遭指控不諳清文，於考試時找鎗手代考。審訊時，廣

旉供稱其學習清文，向只能書寫，不能繙譯，故後遭革職處分。32除了

上述情形之外，道光十二年(1832)的東陵候補筆帖式考試，也因應考人

員的試卷繙譯未臻妥適，故暫停考試；道光皇帝並曉諭應考人員用功學

習，俟二年內學有成效，再行考試。33至於太常寺卿不熟悉滿語文的情

況，嘉慶二十年(1815)四月，嘉慶皇帝本欲以太常寺卿伊湯安補授內閣

學士一缺，但伊氏自稱平日不諳清語，恐讀本錯誤，所以極力婉拒。嘉

慶皇帝認為該員年近七十，加上後來發現伊湯安任職太常寺衙門期間無

法恪共職守，所以下令他以三品卿休致。34 

    就駐防八旗官員而言，不僅天津、廣州等直省駐防旗員的清語能力

不佳，就連盛京、察哈爾等邊區駐防的八旗官員亦是如此。乾隆五十八

年(1793)，盛京將軍琳寧以漢文具奏，乾隆皇帝斥責「殊屬不該」，並告

誡說：「嗣後奏事須繕具滿文摺，若遇用滿文難以表述之事，可同時繕

具滿漢文具奏。」35嘉慶十五年(1810)正月，嘉慶皇帝召見新授天津鎮總

兵圖興阿時，發現該員清語生疏，故下令直隸總督溫承惠留心查看圖興

阿是否可以勝任。36惟溫承惠在五天之後便覆奏嘉慶皇帝圖興阿不能勝

                                                      
3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61，嘉慶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內

閣奉上諭。 
3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0，道光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 

3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65，道光十二年九月初五日，內閣

奉上諭。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58，嘉慶二十年四月十七日，內閣

奉上諭。 
35
 遼寧省檔案館藏，〈黑圖檔〉，第 341冊，頁 26-27。 

3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9，嘉慶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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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天津鎮總兵一職，嘉慶皇帝認為溫氏所奏，未免太速，所以要求他仍

留心查看，等半年之後，如果圖興阿實難勝任，再行奏請更換。37降至

道光七年(1827)十月，廣州將軍慶保等人上呈甄別官員一摺，奏摺內容

以漢字書寫，遭到道光皇帝訓斥： 

清語騎射，為滿洲根本，人所應習。……廣州駐防官兵，不下五千

餘人，豈無一寫清字之人。乃慶保等於循例事件，竟亦率用漢摺，

深染漢人習氣，殊為可笑。若不加以整飭，久之，滿洲舊業，必致

廢弛。慶保、巴杭阿、花沙布，俱著傳旨申飭。並著曉諭各省將軍、

副都統，嗣後如係人命詞訟，以及奏銷錢糧數目等事，尚可用漢摺

陳奏，其滿營循例應辦事件，俱著以清摺具奏。38 

慶保等人身係旗人，加以其上奏內容為滿營循例應辦事件，故本應以清

文繕寫奏摺，但他們卻視朝廷規定為具文，以漢文書寫，難怪會遭到統

治者的嚴厲指責。 

道光十年二月，察哈爾鑲白旗總管常德不識滿洲蒙古文字，道光皇帝認

為總管有統轄一旗之責，如不識滿洲蒙古文字，則於公事不能明晰，無

法勝任總管之職，故飭令常德回本營當差；同時亦告誡王大臣保送總管

時，務須認真考察，不得以不識滿洲蒙古文字之員濫竽充數。39 

    另外，八旗子弟滿語文能力的下降也表現在繙譯考試的素質和參加

人數上。清中期以降，旗人在繙譯滿漢語文時，常在語氣、字句方面出

現諸多錯誤。《八旗文經》中的〈敘錄〉曾提到：乾隆時期所設繙譯科

目，對於八旗子弟的滿文水平，只是「以維繫之」，習滿語者在繙譯時，

                                                      
3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7，嘉慶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奉上

諭。 
38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127，頁 14a-14b，道光七年十月上己卯條。 

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4，道光十年二月十八日，內閣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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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揣侔語氣，妃儷字句，大義微言，蓋有不暇講者，而方聞綴學之

名始專屬之」。40《八旗文經》所載，不無道理。舉例而言，乾隆五十五

年(1790)九月，乾隆皇帝閱覽滿洲繙譯生員取中試卷，發現其中「清字

訛錯，繙譯平常者甚多」，因而斥責中試滿洲生員：「初學之人，漢題較

難，繙譯平常尚可。乃清字竟至訛錯，不無情弊，不成體統。」41八旗

滿洲本來就為女真人，其清語能力本應當較八旗蒙古、八旗漢軍為佳，

然其參加繙譯考試時，卻清字訛誤甚多，無怪乎遭滿洲統治者斥責「不

成體統」。 

    而且，參加繙譯考試的人數日益減少，也意味著八旗人等滿語文能

力的日漸衰弱。以嘉慶二十四年為例，這年四月舉行宗室繙譯會試，由

於宗室子弟「平時惟習漢文，竟不以繙譯為先務」，所以這年參加考試

的人數僅有九人，致使嘉慶皇帝規定：如果下次參加繙譯會試的人數不

足九人，「著停止入場」。42道光年間，繙譯考試的狀況並未改善。道光

八年的繙譯鄉試，八旗滿洲參加應試者僅一百三十餘人，八旗蒙古二十

餘人，這與乾隆年間(1736-1795)的參加人數相較之下，「多寡懸殊」。複

試時，亦只有八名八旗滿洲中式。而且，在這八人當中，尚有「文理欠

通、錯誤太甚者四名」，使道光皇帝相當洩氣。43七年後，道光皇帝於道

光十五年(1835)命內閣舉行繙譯考試，其結果卻是：繙譯通順、能翻但

有錯誤者，不過十分之三、四，不能落筆者，竟然超過一半。44 

                                                      
40
 [清]盛昱，《八旗文經》(臺北：華文書局，1969年)，卷 60，〈敘錄〉，頁 1b。 

41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62，頁 2a-2b，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上己卯條。 

42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56，頁 5a-5b，嘉慶二十四年四月丁丑條。 

43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143，頁 28b-29b，道光八年九月下甲子條。 

44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267，頁 29a-29b，道光十五年六月丙辰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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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效不佳的原因 

    綜合上述討論可以發現，無滿洲統治者多麼強調旗人清語能力的重

要，並採取諸多具體措施予以補救，但旗人的清語能力卻依然逐漸衰弱。

究其原因，首先，論者大都根據皇帝所頒布的訓諭，強調「漸染漢習」

對清語的衝擊。45但是，這是皇帝對旗人的指責，而這種指責的背後，

實存在著統治者個人的政治意圖。「漢習」本來應該是指漢人的性情、

風俗以及習慣等等；然而，就實際運用而言，似有不少政治的語言操作

蘊涵其間。在滿洲統治者的優勢地位下，強加賦予「漢俗」負面的意義，

對漢文化故意鄙夷貶抑。換言之，只要清帝不願之事，即予以扣上「漸

染漢習」的帽子，使「漢習」因此成為眾惡趨歸之所矣。46如此一來，「漸

染漢習」這個概念是否仍然可以用來蓋括解釋旗人清語能力衰退的情

況？ 

    事實上，在討論旗人清語漸荒的現象時，實不能忽略所在環境的影

響力。來自關外的旗人，入關統治中國以後，進入了一個以漢人為多數

的新社會，必然會遇到以下兩個問題：在與漢人社會接觸的過程中，滿

洲統治者與一般的八旗兵丁如何受所在環境的影響進而發展出不同於

本民族傳統的生活方式？滿洲統治者又如何在一個以漢人為多數的新

環境中繼續維持其傳統的特質？這是一種旗人在兩個不同的時間與空

間環境下，所產生的延續和轉化的過程。 

    雍正二年(1724)七月，辦理船廠事務給事中趙殿最奏請於船廠地方

建造文廟，設立學校，令滿漢子弟讀書考試時，雍正皇帝即曰：「我滿

                                                      
45
 關於旗人「漸染漢習」的討論，詳見第二章第四節「『沾染漢習』的革除」。此處僅針對「漸

染漢習」與八旗清語能力衰退的關係進行探討。 
46
 吳志鏗，〈試論所謂漢人習氣-有關清代滿人漢化的一些思考〉，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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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47由此而論，入關以後，

旗人居住在漢地，易受漢人生活方式的影響，而放棄部分原來的傳統。

居住在漢地，日常生活和社交往來的主要語言皆為漢語，如不通漢語，

實無法生存，八旗子弟因而選擇以漢語為主要生活用語。在日常生活普

遍使用漢語的情況之下，清語清文變成專業性的學習項目，而不再是旗

人日常生活的通用語言。如此一來，除非父子相傳，否則清語很容易漸

漸失傳，旗人的清語能力便因此而逐漸衰弱。 

    從另一方面來看，在旗人為多數的關外東北地方，受當地環境的影

響，居住於該地的八旗子弟較易保持其本民族特質。舉例而言，在黑龍

江省南部的呼蘭地區，其旗營檔案，直到咸豐朝末年仍以滿文書寫，48而

且，在該省西部呼倫貝爾地方，其副都統衙門的檔案，至 1931 年仍然

用滿文行文。49顯示關外東北地方到了晚清，甚至民國初年仍然也保有

書寫滿文的能力。 

    由此可知，旗人清語能力的衰弱與否，實涉及個人對文化的取捨，

其選擇的動機來自於生活所需。先前的研究大都根據皇帝所頒布的訓諭，

強調「漸染漢習」對清語的衝擊；然而，這只是導致其衰弱的原因之一，

探討這個問題時，尚須考慮到動機問題。八旗子弟並非因為仰慕漢文化

而放棄原來的清語傳統，其清語漸荒的原因，實在於他們對謀生方式的

選擇，故「漸染漢習」這一概念不足以用來蓋括解釋旗人清語能力衰退

的情況。入關之後的八旗子弟，漸漸適應漢地生活環境，對身處漢地的

旗人而言，清語乃日常生活之外的技能，必須額外花費時間與精力，始

能學得，這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相反的，對居住在關外東北地方的八

                                                      
47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 2，頁 25a，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 
48
 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 158。 

49
 佟永功，《滿語文與滿文檔案研究》，頁 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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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子弟而言，清語本為生活之基本必備技能，故較能繼續保持。50 

    再者，旗人清語漸荒的現象亦與主管的八旗官員不肯用心，只求安

逸有關。旗員簡用外任，其本意在於作為綠營的表率，但旗員中不乏「徒

虛穈俸，貪逸安養」者，致使「滿洲體面盡失」。51舉例而言，嘉慶九年

                                                      
50
 事實上，除了少部分東北地區的旗人仍保有不錯的清語文能力以外，尚有一些八旗子弟亦相

當熟諳滿語滿文，但為數不多。首先，滿洲統治者本身的滿語文造詣即相當深厚。舉例來說，

乾隆四十六年(1781)，領侍衛內大臣福隆阿奏稱：「寺」、「廟」、「祠」等字已有滿文意譯，

惟「庵」、「觀」、「院」等尚無滿文意譯，故奏請欽定。乾隆皇帝同意福隆阿所請，欽定「庵」、

「觀」、「院」的滿文意譯分別為「jeofingge boo」、「tuwaran」、以及「kūwaran」。(遼寧省檔案

館藏，〈黑圖檔〉，第 330冊，頁 28。)旗人入關以後，許多新事物進入滿洲社會，名目繁多，若

全部以音譯借入滿文之中，則難以令旗人一見其名便可以略知其物，乾隆皇帝因而將這些新

名詞意譯後借入，由此亦可看出乾隆皇帝滿語文的造詣頗頗高。其次，駐守在西北邊疆的錫

伯族旗兵，至清中期以後仍然繼續使用滿語文。這些旗兵原本是從東三省抽調而來，到達新

疆以後，在伊犁河南岸一帶屯墾戍邊，並編為八個牛彔，組成錫伯營。就文化保存的角度

來看，錫伯族的口語與滿語雖然有不少差異，但是他們的書面語與滿語卻相當類似，而錫

伯文與滿文的差異更是微乎其微。乾隆年間，西遷的錫伯族及其後裔仍然繼續使用他們的

母語，並且，他們還把許多漢文古籍譯成滿文，而所譯出的文字也相當細膩與生動，這無

疑是對滿文的保存作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直至今日，該地區的小學課本——錫伯文課本，

基本上就是滿文教材，臺灣即有學者用此來教授滿文。究其原因，或與清廷特別重視駐防於

伊犁地區之八旗子弟的滿文教育有關。在伊犁地區，駐防旗人學習漢語一直受到很大的限制，

雖設有義學可以學習漢文，但朝廷並不鼓勵。而且，滿洲統治者亦相當重視與要求視駐防八

旗的清語能力，曾多次斥責以漢文上奏的伊犁旗員。相關討論詳見莊吉發，〈參漢酌金—從

家譜的纂修論清代滿族文化的變遷與適應〉，收錄於氏著，《清史論集．第十五輯》(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頁 7-19；吳伊勻，〈清代滿族子弟的傳統教諭〉(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頁 230-232。再次，在檔案中也可找到一些旗

人依然保有清語文能力的個案。例如：嘉慶十五年(1810)十月，正黃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內

大臣慶桂認為隸屬八旗蒙古的軍機處滿洲章京、戶部主事伊星阿熟諳清文，且差使勤慎，

本應陞任蒙古員外郎；但由於蒙古員外郎的缺分較少，所以奏請仿照蒙古旗人借陞滿洲缺

分之例，將伊星阿陞補廣東司滿洲員外郎，等到本部蒙古員外郎缺出，仍照例補還。(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75-476，嘉慶十五年十月初九日。)又如嘉慶十四

年(1809)三月，晉昌補授伊犁將軍一職，嘉慶皇帝擔心他初肩鉅任，「恐於撫治機宜未能洞

悉」，所以親製訓諭一道，且特地將硃筆御書由漢文繙譯成清文。此固與外省旗人官員應上

滿文奏摺的定制有關，但從中亦可看出即便到了清中期以後，仍有部分旗人保有清語清文

的能力。(同上書，頁 168，嘉慶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不過，上述案例仍屬少數，至清中期，

絕大多數的八旗子弟已不諳清語清文。 
51
 [清]鐵保等奉敕纂修，《欽定八旗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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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十月，嘉慶皇帝召見各旗都統、副都統詢問各旗旗務時，他們宣

稱「公務甚簡，不過尋常事件，隨時斟酌辦理」。嘉慶皇帝對此十分不

以為然，他認為八旗事務繁重，八旗子弟的清語教育即為其中相當重要

的項目；但這些八旗官員卻對清語教學漠不關心，僅「以揀選官員挑缺

放米等事，即謂盡職」。他並語重心長地說道：「一旗如此，別旗可知。」

故下令所有八旗官員實心辦事，全心教育所屬旗人，務使他們熟習清語，

以恢復滿洲舊俗。52旗人既已身處漢地，若要維持其「根本」，勢必須要

國家的力量積極介入，才能繼續保持下去；然而，相關主管官員因循茍

且，終致其清語的民族特質消逝不返。 

    綜上所述，自康熙年間以來，八旗子弟就已出現清語漸荒的現象，

降至乾隆朝，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有愈加惡化的趨勢。面對這種文

化危機，乾隆、嘉慶以及道光三位皇帝曾先後致力於旗人清語能力的強

化，除了不斷重申與宣示清語為八旗根本的祖訓以外，亦透過各種實際

行動來加強八旗人等的滿語滿文能力。其具體措施包括：規定必須熟習

清語才可以保列一等；將滿語不佳的旗人發往東北重新學習；清語能力

不佳者予以處罰，能力佳者予以補缺；在旗人的「根本之地」——吉林

省頒發官刻善本清文書籍；維持庶吉士內學習清書的人數保持在十人左

右。其中，前三項係延續清初以來的辦法，後兩項則為此時期的創舉。 

    然而，僅管乾隆、嘉慶以及道光三位皇帝不斷強調清語能力的重要，

並且採取諸多具體措施來加強八旗人等的滿語文能力，但無論宗室王公

或八旗官員，其清語能力卻依然逐漸衰弱。居住在京城、滿城者尚且如

此，更遑論與漢人接觸更為頻繁的八旗兵丁與一般未披甲當差的旗人。

再者，旗人滿語文能力的下降亦表現在繙譯考試的素質和參加人數上。

                                                                                                                                       
館，1986年)，卷 38，〈兵制志七．軍政〉，頁 8-9。 

52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35，頁 21b-22b，嘉慶九年十月丙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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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以降，八旗子弟在繙譯滿漢語文時，常在語氣、字句方面出現諸

多錯誤；而且，參加繙譯考試的人數日益減少，也意味著八旗人等滿語

文能力的日漸衰弱。不僅如此，甚至出現應考旗人找鎗手代考，致使出

現中試卻不諳清語的現象，顯示當時旗人的清語水平已大幅下降，不足

以應付繙譯考試。 

    以往論者探討上述現象的成因，大都根據滿洲統治者所頒布的訓諭，

強調「漸染漢習」對清語的衝擊。然而，這是皇帝對旗人的指責，而這

種指責的背後，實存在著統治者個人的政治意圖，故不足以用來蓋括解

釋旗人清語能力衰退的情況。事實上，討論此議題時，實不能忽略所在

環境的影響力。入關之後的八旗子弟，漸漸適應漢地生活環境，對身處

漢地的旗人而言，清語乃日常生活之外的技能，必須額外花費時間與精

力，始能學得，這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相反的，對居住在關外東北地

方的八旗子弟而言，清語本為生活之基本必備技能，故較能繼續保持。

更進一步來說，旗人清語能力的衰弱與否，實涉及個人對文化的取捨，

其選擇的動機來自於生活所需，八旗子弟並非因為仰慕漢文化而放棄原

來的清語傳統，其清語漸荒的原因，實在於他們對謀生方式的選擇。另

外，旗人清語漸荒的現象亦與主管的八旗官員不肯用心，只求安逸有關，

相關主管官員的因循茍且，使情況越來越惡化，終致清語這種民族特質

消逝不返。 

第二節  騎射技能的強調 

    旗人「以馬上得天下」，53意即靠著強大武力為後盾入主中國；然於

軍事征服的同時，為了統治上的需要，統治者不得不開始吸收與利用漢

文化。但是，在利用漢文化的同時，滿洲君主亦致力於滿洲民族文化傳

                                                      
53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 10，〈行裝佩荷苞飄帶

之原始〉，頁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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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維護，其對「清語騎射」的強調，即為此意識下的產物。其中，騎

射係指能在騎馬奔馳時射箭中的，為旗人在長期狩獵生活中所發展出來

的民族長技，亦是滿洲民族文化傳統的核心之一。騎射與清語一樣，長

期以來，被滿洲統治者視為標識旗人身分的重要依據，故時常強調騎射

亦為「滿洲之根本」。統治者往往藉此來保持與非旗人之間的界限，從

而穩固統治基礎。 

    對旗人而言，騎射本為其所向皆捷的長技，然早在康熙年間，八旗

子弟即已出現騎射漸衰的情形。八旗之中，以漢軍荒廢騎射的情況較為

嚴重，遇有都統、副都統出缺時，往往因「急切難得其人」而必須改用

滿洲補授。54至雍正年間，旗人外任官員「漸漸疏於騎射」，55尤其是八

旗漢軍，「務出征效力之虛名」，而「韜略、騎射皆遠不如前」，56雍正皇

帝認為這皆是「失於訓練所致」。57至於兵丁騎射衰弱的現象，在「皆係

精兵」的八旗護軍之中，竟有不能射箭者；58而且，其他八旗兵丁騎射

生疏的情形，亦時有所聞。59 

    值得注意的是，旗人騎射衰弱的現象，仍以駐防八旗較為明顯，惟

                                                      
54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八月，康熙皇帝頒布訓諭曰：「從前漢軍人材壯健，騎射亦優，與滿洲

相去無幾。近日漢軍漸以庸懦，皆似綠旗。有時都統、副都統缺出，欲選擇補授，急切難

得其人。有此等缺出將滿洲授補何如？」(《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 17冊，頁19b-20a，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條。) 
5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 777，雍正四

年九月十五日條。 
56
 [清]允祿等奉敕編，《上諭旗務議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雍正八年〉，頁

26，上諭。 
57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 9，頁 10b，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上諭。 
58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 1，頁 20b，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奉上

諭。 
5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頁

284，〈護軍統領訥親奏報滿洲兵丁騎射生疏摺〉，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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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駐防地區環境不同，因而有先後的差異。北方各省駐防兵丁因所處環

境艱苦，且地處前線，徵調頻繁，故而在乾隆朝以前仍然善於騎射，驍

勇善戰。尤其是駐防於西北樞紐的西安旗兵，更是八旗駐防中最精銳、

最得力的一支力量。60相對地，位於江南繁華都會的幾處駐防，則較早

出現騎射衰弱的問題。康熙末年，護軍統領訥親曾經奏報： 

江寧、杭州、荊州之滿洲兵，奴才視其弓馬騎射、步射各尚可也，

騎射甚生，其中竟有不能之人。由此可見平素該管之人不甚訓練騎

射，兵丁遠離馬匹，無從學習。61 

由此可知，此時，江寧、杭州、荊州等地的駐防八旗，其不能騎射的問

題已經相當嚴重，就連滿洲兵丁也是如此。降及乾隆朝，乾隆皇帝亦指

責滿洲兵丁「漸染習俗」，以致技藝漸劣，遠不如前；尤其是四川的滿

洲兵丁，考驗射箭時，「竟無一中者」。62顯示到了乾隆朝，除了江南地

區之外，四川駐防八旗騎射能力衰頹的趨勢也已經相當明顯。 

(一)乾嘉道三朝對旗人騎射能力的強調 

    面對八旗子弟騎射能力日益衰弱的文化危機，清中葉以後的滿洲統

治者亦曾致力於旗人騎射能力的加強，時常藉著各種機會重申騎射為旗

人根本的滿洲傳統。根據各旗營所呈操演日期處所清冊的記載，清中期

以降，各旗營操演技藝的項目仍然包括傳統的步箭、馬箭，如親軍營、

驍騎營、前鋒營、護軍營、八旗新營、圓明園護軍營、健銳營等營；而

且，就連以操練熱兵器為主的內、外火器營亦要求旗兵嫻習步箭、馬箭

                                                      
60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 263-264。 

6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284，〈護軍統領訥親奏報滿

洲兵丁騎射生疏摺〉，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62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2，頁 3a-3b，乾隆四年十月上丙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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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馬上三箭。63由此可見，即使到了清中期，騎射仍是旗人必須嫻熟

的技藝之一，統治者仍然相當重視八旗子弟的騎射能力，且時常不斷藉

著各種機會對八旗人等強調騎射的重要。 

    嘉慶年間，統治者就曾在討論八旗子弟就近應歲科試以及是否停止

木蘭秋獮時，特別強調八旗嫻熟騎射的重要。乾隆朝規定駐防八旗子弟

當中，如有能讀書向學者，皆須至京城應試，不得在外省應考。然至嘉

慶朝，各處駐防兵丁繁衍快速，人口較雍、乾兩朝倍增，在此情形下，

為解決生計問題，准許駐防八旗子弟就近應歲科試，以廣進取之階，似

乎成了必然之勢。不過，「滿洲根本，騎射為先」，嘉慶皇帝惟恐八旗專

以讀書應試為能，將輕視弓馬，怠荒武備，所以明令：「嗣後各省駐防

官弁子弟，不得因有就近考試之例遂荒騎射本業。……(八旗)以騎射為

首務，其攻肄舉業者，仍當嫻習騎射，務臻純熟。」64又嘉慶二十一年

(1816)八月，御前大臣綿課(mianke)以天氣寒冷為由，企圖勸嘉慶皇帝停

止木蘭秋獮。但嘉慶皇帝認為秋獮進哨為「我朝家法，必當永遠遵循」，

所以下令日後所有臣工皆不准以「雨水寒冷」為詞，妄生浮議。同時，

嘉慶皇帝也藉此機會重申騎射為「我國家根本之計」的祖宗家法，65顯

示他對八旗子弟騎射能力的重視。無獨有偶，嘉慶二十三年(1818)，首

輔大臣松筠也以畿輔旱災為由，建言阻止嘉慶皇帝舉行木蘭大典，嘉慶

皇帝勃然大怒，本欲嚴懲松筠，但念其平時忠誠，故只將松筠降謫，以

示薄懲。不過，統治者也藉此機會再次重申「清語騎射乃滿洲舊俗、根

本重務，必當萬年無忘」的祖訓，同時亦下令：以後如再有類似情形發

                                                      
6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3-30，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

奉旨。 
6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42，嘉慶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內閣

奉上諭。 
6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72，嘉慶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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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必將建言者予以革職處分，並發往伊犁。66 

    另外，八旗子弟之中，嘉慶皇帝又特別重視東北三省，尤其黑龍江

省八旗兵丁的騎射能力。嘉慶九年二月，鑲黃旗漢軍都統那彥成奏請朝

廷：凡內地民人來黑龍江貿易者，准其攜眷居住，種地謀生；且屯丁之

放出為民者，亦准其安居樂業，不必逐出境外。對於那彥成的建議，嘉

慶皇帝予以否決，因為他認為東三省為「根本重地」，如開放民人前往，

將有礙旗人生計。而且，他亦再次藉此重申騎射對八旗子弟的重要，認

為東三省旗人應「以弓馬為本務」，每日勤加練習，如此則兵力自臻驍

健；假若與漢人相處，必致沾染習氣，逐漸流於懦弱。67 

    道光皇帝即位之後，承襲了嘉慶皇帝的作風，依然時常重申騎射對

八旗子弟的重要。道光十一年(1831)七月，道光皇帝讀到《聖祖仁皇帝

實錄》中「駐防兵丁關係緊要，歲月既久，恐致疎懈。必選嫻於騎射，

膂力驍勇者，方准批甲。見在兵丁內，有庸弱不嫻騎射之人，應革退另

補，不得虛充數目。」這段話之後，由感而發的說到： 

聖諭煌煌，意至深切，當時已慮及駐防兵丁歷久疎懈。閱今百有餘

年，承平日久，恐該兵丁等於騎射操演漸涉因循廢弛，殊失分防駐

守講求武備之意。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所有此項駐防

兵丁，……隨時認真訓練，如有技藝生疎者，必應革退另補。並揀

選年力精壯，嫻習騎射，膂力驍勇者，方准披甲，毋得以老弱充數，

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68 

由此可知，早在康熙年間，滿洲統治者即有承平日久，駐防八旗廢弛騎

                                                      
6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49-350，嘉慶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

內閣奉上諭。 
6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8，嘉慶九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諭。 

6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11，道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內

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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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危機感，但無奈再多的努力，旗人的騎射能力依然逐漸衰弱。道光

皇帝對此問題相當重視，不斷藉由各種機會向旗人重申騎射能力的重要。

道光五年七月，戶部尚書英和(yinghe)等人奏請朝廷將無差使的八旗滿

洲餧養圈馬四百匹，改撥巡捕營，並責令滿洲、蒙古的馬兵演習騎射，

如此一來，無論於營務或馬政，均有裨益。對此，道光皇帝不但准奏，

亦藉此機會再次強調「滿洲蒙古尤以騎射為重」。69值得注意的是：騎射

既為八旗根本，故無論八旗文員或武員，本就必須勤習該項技藝。然道

光十二年二月，御史景斌卻因印務筆帖式中弓力較軟者居多，且大半不

能中的，致使不能升補前鋒校、護軍校等職之緣故，要求朝廷按照景運

門火器營領辦筆帖式之例，在各旗營印務筆帖式之外，添設領辦筆帖式

一員。待三年期滿，如表現良好，經主管官員出示證明並咨行吏部之後，

遇有本衙門筆帖式缺出，即行銓選。針對景斌的上奏，道光皇帝認為「弓

箭乃旗人分內應習之事」，筆帖式雖然以辦理文事為主，故不能像兵丁

一樣時常操練，但仍然需隨時練習騎射。如果因其弓力較軟，即為其另

開遷陞之途，無異為其開啓一道僥倖之門，遂將此議駁回。70 

    除了內地駐防之外，吉林為滿洲發源之地，故統治者相當重視此地

旗人的騎射能力。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保昌(boocang)等人上奏朝

廷，吉林三廳紳士自願捐資建立考棚，請朝廷令學臣前往考試。然而，

道光皇帝認為吉林是「我國家發祥之地，非各省駐防可比」，尤其應以

騎射為重，以「嫻習騎射為當務之急，毋得習尚文辭」；如添設考棚，

其結果必為「弦誦日增而弓馬轉致軟弱」，此非朝廷「教育旗人之意」，

故不准奏。71另外，蒙古地方的風氣向來較內地淳樸，極為重視練習弓

                                                      
6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38，道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旨。 

7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8，道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 
7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615-616，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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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較不競尚奢靡。惟清中期以後，該地區八旗兵丁「習為逸樂，漸染

澆漓」，道光皇帝擔心如果不加以整飭，恐八旗人等「忘其本務」，故再

次強調「閒散蒙古亦應以騎射為重」，以不失淳樸舊俗。72由上述可知，

無論針對文員、武員，統治者都會經常透過各種機會不斷強調騎射為「八

旗根本」。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騎射，不但側面反映出八旗子弟

騎射衰弱的程度，亦可突顯滿洲皇帝對八旗騎射能力的重視，以藉此培

養鞏固滿洲政權的可靠武力。 

    除了不斷重申與宣示騎射亦為八旗根本的祖訓外，乾隆、嘉慶以及

道光三位皇帝也透過各種實際行動來強化八旗人等的騎射能力。第一、

重申應考文武鄉會試或繙譯考試時必須先考騎射的規定。先就文鄉會試

或繙譯考試而論，根據《科場條例》的記載，自康熙朝中葉以後，八旗

人等在應試之前，均須先行考試騎射，合格者才可入場考試。73此項立

法本為周詳，惟日久之後，漸難奉行，甚至被臣工視為具文。御史永桐

                                                                                                                                       
內閣奉上諭。 

7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2，道光八年三月初十日，奉旨。 

73
 先就鄉試來看，《欽定科場條例》中明確記載：康熙二十八年覆准，滿洲、蒙古、漢軍，應

鄉試之監生生員，均由兵部驗射馬步箭，能射者，准其移送順天府入場鄉試。康熙二十九年

題准，奉天滿洲、蒙古、漢軍鄉試之監生生員，准奉天將軍、副都統等驗射馬步箭，能射者，

交與該府丞分別考取，移送鄉試。乾隆三十四年奉上諭：此後滿洲蒙古現任三品以上大臣子

弟，伊親兄弟子姪，有應試者，令伊奏聞，務必清語騎射皆有可觀，方准考試。嘉慶十八年，

准各省駐防官兵子弟於本省就近考試入學，且各駐防生員應試時，仍由各該駐防將軍、副都

統等，考試馬步箭，合式者，再行咨送學政錄科。再就會試來說，《欽定科場條例》亦載明：

會試前一年十月內，禮部通行八旗都統，將各旗及包衣佐領下舉人，及由舉人出身之筆帖式

等，情願會試者，造具滿漢清冊，註明滿洲、蒙古、漢軍旗分佐領年貌三代科分，及並無事

故字樣，咨送過部，由部轉送兵部，考試馬步箭，合式者，准其入場。至於繙譯考試，《欽

定科場條例》記載：繙譯考試前期，各該旗都統，將應試士子，嚴行驗看馬步箭，揀選騎射

可觀以及稍可者，准其應試；其不能騎射者，停其送考。如該都統等開送平常之人，被特派

王大臣查出具奏，除本生不准應試外，其濫行咨送之該都統等，照例議處。(《欽定科場條

例》(香港：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卷 4，〈科舉．八旗貢監生員筆帖式等科舉〉，

頁 2b、17a、18a-18b；同書，卷 6，〈起送會試．八旗舉人會試〉，頁 37a；同書，卷 59，〈翻

譯．翻譯鄉會試上〉，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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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於道光十六年(1836)五月奏請朝廷，為「慎重騎射起見」，在八旗士

子應文鄉會試及繙譯鄉會試之前，應照例先行認真考試馬步箭，合式者

方准入場。74再就武鄉會試而言，駐防旗人考武舉鄉試時，馬步箭與弓

石俱能合式者，方准錄科送考。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陝甘總督先福

(siyanfu)上奏朝廷核實取中駐防武舉，嘉慶皇帝認為所奏有理，因為畢

竟既然為武舉，當以馬步射與弓石俱能合式者，才准取中。統治者因而

下令各將軍、都統、副都統以及城守尉先行甄別應試各旗武生的馬步箭

與弓石，兩者皆合格者才准錄科送考，不合式者則即行駁退，無庸錄送。
75 

    第二、在八旗士子考試騎射時，增派滿御史監射。按清制，文闈各

場考試及武闈外場，均有滿漢御史監試，就連八旗挑放馬甲，亦有查旗

御史監考。然而，儘管層層把關，仍有都統於考試時不詳加察看，濫行

送考。舉例而言，道光十六年六月，慶廉朦混送考，而當時負責把關的

正白旗滿洲都統「瞻徇情面」，濫行送考；且監射王大臣亦僅按照原冊，

未加以查覈。針對這種情弊，太樸寺少卿馮贊勳即建議朝廷，日後八旗

士子考試騎射時，增派滿御史一員，隨同監射王大臣考校；如有不能騎

射者，即需據實核駁扣除，並嚴加參劾濫行送考的都統。76 

    第三、要求另派差使的八旗官兵亦須於下班之後隨眾操練弓馬技藝。

嘉慶十二年(1807)五月，西安左翼副都統達沖阿(dacongga)因西安滿兵用

在看守城門、軍器火藥庫貯、馬廠等處的兵力即須一千四五百名，致使

八旗操練工夫未免不純的原因，奏請朝廷於西安滿營兵內，挑選年力精

                                                      
7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70961，〈奏為八旗士子應文鄉會試

及繙譯鄉會試各場均應照例先行認真考試騎射事〉，道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7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48，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

內閣奉上諭。 
7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71390，〈奏請添派滿御史監試八旗

士子騎射等緣由〉，道光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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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者兩千名，不令其輪當雜差，每日專心訓練。嘉慶皇帝認為「所奏非

是」，下令西安滿營仿照在京八旗之例，要求有另派差使者，於下班之

後，須隨其他八旗兵丁一起操練，不可托故偷安，亦不可於弓馬技藝概

置不問。77 

    第四、要求滿洲翰林於行圍之時學習騎射。按清制，向來滿洲皇帝

舉行木蘭秋獮時，各衙門皆須奏派隨駕人員，翰林院亦不例外，例應奏

派滿洲翰林一員，輪番前往學習上圍。然嘉慶皇帝認為每次巡幸舉行典

禮時，俱有講官隨往，此時的翰林院便無其他應辦之事，故要求滿洲翰

林輪班隨扈，學習騎射。78僅管翰林係屬文員，滿洲統治者依然要求他

們於行圍之時學習騎射技藝，由此可見統治者對八旗騎射能力的強調。 

    第五、仍沿襲舊制，定期閱看八旗步箭。自順治朝以來，在京各營

與直省駐防，率皆按「教閱」之制，每月習射六次、春秋擐甲騎射、三

年考驗一次的成例實施。79這種制度至嘉慶朝以降依然繼續維持，在檔

案中仍可看到不少相關記載，如嘉慶二十年正月，嘉慶皇帝即因閱看八

旗步箭人數較多，下令毋庸將輪班翰林帶領引見。80 

    第六、給予嫻習騎射的八旗官兵優先錄用的機會。河南駐防佐領得

志，於嘉慶十五年八月行圍之時，射獲鹿隻，嘉慶皇帝讚其嫻習騎射，

賞其花翎，並下令日後如遇河南參將、遊擊缺出，即奏請補用，送部引

見。81至道光十一年四月，盛京將軍瑚松額(hūsungge)上〈酌擬戎政章程〉

一摺，道光皇帝採納其建議，下令盛京的城守尉、協領、防守尉等，於

                                                      
7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98-199，嘉慶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內閣奉上諭。 
7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7，嘉慶十三年正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 
79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年)，頁 403。 

8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9，嘉慶二十年正月十八日，奉旨。 

8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31，嘉慶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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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轄下遴選弓馬優良者，造冊送交將軍衙門，分為春、秋二季隨時校

閱。並規定如遇應陞缺出，即從操演出色之人中儘先挑補；其所出甲缺，

也必須挑選「能挽強弓，善騎射者」挑補。82 

    第七、對於騎射能力佳者，賞給小卷與緞袍褂料。道光四年九月，

道光皇帝於閱武樓看侍衛騎射，並欽定優劣。其中，騎射能力較佳的三

等侍衛蘇清阿，賞給小卷五絲、緞袍褂料二件；能力中間的三等侍衛富

克精阿等七人，各賞給小卷五絲、緞袍料一件；等而下之的頭等侍衛雙

和等三十七人各賞給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83該次獎賞名單如下： 

表 2-2-1  道光四年九月賞賜名單 

職銜 姓名 獎賞物品 
三等侍衛 蘇清阿 小卷五絲、緞袍褂料二件 

三等侍衛 富克精阿 小卷五絲、緞袍料一件 

藍翎侍衛 雙通 小卷五絲、緞袍料一件 

三等侍衛 富勒敦泰 小卷五絲、緞袍料一件 

三等侍衛 存住 小卷五絲、緞袍料一件 

三等侍衛 順得 小卷五絲、緞袍料一件 

藍翎侍衛 佛爾恭阿 小卷五絲、緞袍料一件 

三等侍衛 特克新 小卷五絲、緞袍料一件 

二等侍衛 烏精額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宗室敘浩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青山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雙奎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齊木親阿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花連孫布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二等侍衛 德津泰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宗室蘇翻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常祿(canglu)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8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69，道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內閣

奉上諭。 
8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50，道光四年九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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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侍衛 雙祿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藍翎侍衛 全慶(ciowanking)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覺羅慶長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達邦阿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團多布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二等侍衛 常安(canggan)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宗室英凱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得勝保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花連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藍翎侍衛 強謙泰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藍翎侍衛 特克津得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二等侍衛 班金布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菩薩保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頭等侍衛 雙和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覺羅喜連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特合布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藍翎侍衛 伊勒東阿(ildungga)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二等侍衛 得清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頭等侍衛 富綸布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二等侍衛 富英阿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吉慶(giking)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二等侍衛 慶安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三等侍衛 倭新泰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二等侍衛 宗室英隆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頭等侍衛 保平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二等侍衛 倭新泰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藍翎侍衛 哲斯呼朗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藍翎侍衛 札克當阿 小卷五絲、緞褂料一件 

資料來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50-351，道光四年

九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 

而且，滿洲統治者連東巡親謁祖陵時，亦不忘閱看八旗人等的騎射，尤

其是盛京宗室的騎射，並給予能力佳者獎勵。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嘉慶

皇帝謁陵時，就曾頒布諭旨，要求管理侍郎將嫻習騎射、步射的盛京宗

室預先呈上名單，屆時加以校閱，分別獎勵。84該年九月，嘉慶皇帝即

                                                      
8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86-187，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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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考驗結果分別給予獎賞，獎賞名單如下：賞給步箭與馬箭皆中的宗室

康保花翎與縀三件；賞給中步箭四枝的宗室企善、文崇縀二件；賞給中

步箭三枝的宗室那爾瑚善、佛爾、國崇、額綿昂、佛保(foboo)以及中馬

箭之宗室慶成泰，每人縀一件。85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獎賞嫻習騎射的

八旗兵丁之外，對於平日認真教導，統率有方的主管官員亦不吝嗇地給

予獎勵。舉例來說，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健銳營官員引見，引見人

員箭皆中靶，統治者不但稱讚他們「不失滿洲舊俗」，亦將此歸功於主

管官員訓練有方，因而下令將管理健銳營大臣長齡(cangling)、文孚

(wenfu)、載銓(dzai ciowan)、奕顥(i h’ao)等人，「俱著加恩賞加一級」；

該營翼長溫哲琿、德爾泰(dertai)、霍隆武、伊清額等四員，則「著加恩

各賞大卷緞一疋」，以示獎勵。86然而，儘管統治者採取諸多舉措來強化

八旗的騎射能力，甚至給予騎射能力佳的旗人優先錄取的機會，但卻從

未以賞銀做為鼓勵。道光三年(1823)十月，綏遠城將軍德英阿(deyingga)

等人奏請籌撥剩餘生息銀兩作為騎射佳者的獎賞。然道光皇帝認為騎射

等項，本來就是八旗子弟應該嫻熟的技藝，如有生疏現象，本就該立即

懲辦，以肅營伍。如恩准德英阿所奏，中靶即需獎賞，那麼各省紛紛陳

請，相率效尤，實屬不成體統，所以駁回德英阿的奏摺。87 

    第八、騎射能力為八旗人等是否保列卓異、取得披甲當差機會以及

可否補缺的關鍵之一。就保列卓異而論，道光二年(1822)閏三月，軍機

大臣托津(tojin)等奏會同妥議軍政章程一摺，道光皇帝認為所奏有理，

                                                                                                                                       
奉上諭。 

8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87，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奉

上諭。 
8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91，道光十四年十月初七日，內閣

奉上諭。 
8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83-384，道光三年十月初七日，內

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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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採納其建議，規定：嗣後辦理軍政，凡在京旗營各員，年逾六十歲以

上，不能騎射者，不准保列卓異；如年紀雖超過六十，但精力尚健，不

但步箭嫻熟，而馬箭亦屬可觀者，則由該管上司出具證明，經派出王大

臣查驗屬實，即准列入卓異之列。同時亦規定：舉行京察時，如年歲逾

六十五以上之八旗武職人員，由該旗另造一冊，出具能否騎射、步射的

證明，交派出王大臣秉公校閱，分別去留。如實係龍鍾衰邁者，勒令休

致；而年齒雖老，但精力未至衰頹者，則由該王大臣奏請留任供職。88同

年五月初二日，道光皇帝將此規定的適用範圍拓展至各省駐防，要由駐

防八旗按京旗之例畫一辦理。89就披甲當差來說，「兵餉之設，原以養有

用之兵，並非養贍貧乏戶口」，此與「養育兵之調劑生計者不同」。但自

清中期以後，「承平日久，武備廢弛」，都統在挑選披甲時，往往只顧及

兵丁家口的生計問題，並不以弓箭能力的優劣為挑選標準。道光皇帝對

此大為不滿，他認為各旗披甲本來就有應練習的差使，且不該讓技藝平

常或庸懦無能者挑補此缺。因此下令日後如遇披甲出缺，務必認真考驗，

必須「弓力較強，箭有準頭者」，方可挑補披甲，並告誡各都統不得「藉

口調劑」，致使八旗有名無實，兵力日形軟弱。90然而，無論統治者如何

強調，還是有協領海俊、佐領色勒敏在挑缺時，仍以養贍家口為主要考

量，而不論該員騎射之強弱。對此，道光皇帝下令嚴參懲辦，並再次聲

明以後凡遇挑缺，均需以「人才精壯，箭射有準者」充選，不可「以養

                                                      
8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48-249，道光二年四月十八日，內

閣奉上諭。 
89
 原旨略謂：「嗣後各省駐防旗員有年逾六十以上不能騎射者，俱不准保列卓異。其精力尚健，

弓馬嫻熟，……仍由該管大臣出具切實考語保荐，另冊聲明給咨赴部引見。如有年力衰邁

者，即歸入計典劾參，若年齒雖老，精力未衰，亦由該管大臣詳加查驗，秉公甄覈，專摺

奏請留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71，道光二年五月初

二日，奉旨。) 
9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62-363，道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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贍戶口」為藉詞，以致有名無實；如日後仍有類似情弊發生，惟該將軍、

副都統是問，決不寬貸。91就補缺而言，道光四年三月，成都前鋒恒福

(hengfu)弓馬嫻熟，道光皇帝准其作為額外驍騎校留駐，且仍食原餉，

等成都駐防一有驍騎校出缺，即行補放。92 

    第九、除了要求一般八旗子弟之外，清中葉以後的滿洲統治者對宗

室子弟也有所要求。首先，飭令閒散宗室勤習騎射，並擇其優者量予錄

用。閒散宗室平日並無差使，未有專業，很容易流於蕩逸。嘉慶皇帝認

為如果要求這些閒散宗室練習弓矢，並按時校閱，量予嘉獎，「俾志有

所向，藉可造就人才」。因此，他於嘉慶二十三年頒布諭旨，飭令宗人

府於八旗閒散宗室內，選取年歲在二十至四十歲之間者，每年預備三百

名，其中一百名由嘉慶皇帝親自校閱，二百名由王大臣等閱看，則其優

者量予錄用，以期閒散宗室可勤於本務。93其次，恢復宗室會試舊例，

但規定須先經過檢閱騎射，合格者方可入場考試。按清制，宗室向有會

試之例，但乾隆年間，乾隆皇帝擔心參加會試可能導致宗室專攻文藝，

弓馬生疏，故下令停止宗室會試。然而，自停止考試以後，宗室於騎射

仍未能精熟；再加上宗室人口繁衍快速，須廣其登進之路，繼位的嘉慶

皇帝因而恢復宗室會試之例。不過，他也同時規定應試之前，應照舊例

檢閱宗室的「射馬步箭」，通過之後才准入場考試。如此一來，便可使

宗室嫻習騎射，於滿洲舊俗不至偏廢。94 

                                                      
9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道光朝奏摺〉，文獻編號 405011559，〈奉上諭教場挑缺協領

海俊佐領色勒敏含糊蒙混積習相沿以計較家口養贍為重不論騎射之強弱以致有名無實著該

將軍蘇勒芳阿查明嚴辦〉，道光十七年正月初八日。 
9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66，道光四年三月初一日，內閣奉上

諭。 
9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86，嘉慶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內閣奉上諭。 
9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8，嘉慶四年二月十七日，內閣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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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除給予善於騎射者獎賞外，滿洲統治者亦針對騎射能力不佳

的旗人，予以革職、降等、罰俸等處分。嘉慶二十二年(1817)四月，朝

廷舉行軍政卓異人員引見時，發現頭等侍衛廣裕步箭平常，嘉慶皇帝下

令革去其侍衛班領的職務，並降為二等侍衛。95降至道光朝，同樣的情

形亦層見迭出。透過道光二年閏三月的八旗軍政卓異人員引見，道光皇

帝發覺在五位正黃旗滿洲卓異之中，年老者居多，其步射亦屬平常，令

他甚為不悅。因此下令除將這些騎射平常的「卓異人員」改入二等之外，

亦將保舉這些人的都統綿課與副都統色克精額(sekejingge)交宗人府、兵

部察議。96又道光四年九月，統治者閱看侍衛騎射，其中，弓箭平常的

頭等侍衛慶保、哈芬布(hafumbu)，以及二等侍衛賡音蘇、富常得等四

人，皆因不善射箭而被罰俸三個月。97道光七年十月，軍政屆期，八旗

滿洲、蒙古均須經各將軍詳加考驗。考驗結果發現：正黃旗滿洲世襲雲

騎尉順福與鑲白旗滿洲世襲雲騎尉豐紳布，騎射生疏，步射平常，道光

皇帝下令將這二人照世職軍政例罰俸一年，並勒限演習，如其仍不知奮

發，即行參奏。98道光十四年四月，類似事件又再度發生，山東青州滿

洲營佐領年常阿因弓馬平庸之故，被降補為防禦；同一時間，青州滿洲

營驍騎校國興，亦因步箭生疏的緣故被降為馬甲。99值得一提的是：除

了懲處騎射能力不佳的旗人之外，滿洲統治者也會因此懲處該旗營主管

官員。嘉慶二十四年閏四月，統治者教閱八旗官兵時發現：鑲黃、鑲紅、

                                                      
9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89，嘉慶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內

閣奉上諭。 
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05，道光二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奉

硃諭。 
9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50，道光四年九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 
9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23，道光七年十月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 
9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60，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內

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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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藍三旗護軍營官兵之中，中箭五枝者，各營僅一人而已。統治者將此

歸咎於該管護軍統領平日教演不善，所以降旨將鑲黃旗護軍統領那彥寶

(nayianboo)等人交兵部議處。兵部議奏之後，建議將那彥寶等人降一級

留任，但嘉慶皇帝認為處罰太輕，故下令將其改為降二級留任。100道光

八年三月，同年九月，道光皇帝亦因烏魯木齊駐防官兵弓馬平常、技藝

生疏的緣故，將負有訓練操防之責的領隊大臣富勒琿與凝珠撤去委散大

臣的職銜，僅以頭等侍衛之銜在大門行走。101 

    除了上述舉措之外，尚有一些大臣建議但未被統治者所採納辦法。

舉例來說，道光十一年十月，鎮國公有麟(iolin)等人曾奏請朝廷籌款添

設八旗兵丁騎射公所，並遴選教習、官養馬匹，以資訓練。道光皇帝對

此提出了以下質疑：第一、這項措施難在實力奉行，如果能嚴定章程，

收取實效最好；若無法實力奉行，則可能只會徒費一番周章。第二、對

專責於守護陵寢的八旗官兵來說，用到騎射的機會較少，故無必要添設

騎射公所。第三、添買馬匹所費不貲，一般而言，當時一匹馬的價格為

九十六兩銀；除此之外，每年尚需支付馬乾銀二百八十八兩，騎射公所

公費銀一百零八兩，合計每年需用銀三百九十六兩。有麟所管之永濟庫

的每歲盈餘是否足夠支付，且爾後如遇經費短絀之時，又該如何籌款？

基於上述考量，道光皇帝要求有麟等人必須通盤籌畫後才可再上奏，不

可只考慮目前情形，徒邀虛榮。102十幾天之後，有麟等人再次上奏，擬

於四總管衙門添設教演馬步騎射公所三處，由章京驍騎校內擇其技藝嫻

熟者，選派三員分置教習，添拴跑馬八匹，分置四總管衙門，派人妥善

                                                      
10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17，嘉慶二十四年閏四月十六日，

奉旨。 
10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56，道光八年九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 
10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50，道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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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養；且要求每月各公所輪流演習，令派出督辦之總管業普肯、春祿前

往監視，分別勸懲。至於經費部分，則由永濟庫餘存項下支用，詳加籌

計，如此則經費尚不致短絀。有麟等人之所以會有如此建議，其目的在

於整飭八旗兵丁的騎射，且所論尚屬周到。但道光皇帝仍然擔心所選未

必得人，有名無實，徒費一番周章，所以下令不必再論，並將此奏駁回。
103設置八旗騎射公所之目的在於加強旗人的騎射能力，惟在入關之前，

旗人擅長騎射技藝，故騎射公所未有存在的必要。清中期以後，道光朝

的有麟奏請添設八旗兵丁騎射公所，顯示此時八旗子弟的騎射技能已相

當衰弱。然而，滿洲統治者卻基於「所費不貲」、「所選未必得人」的理

由駁回有麟的上奏。顯示國家財政情況實係統治者考量的重點之一，儘

管滿洲皇帝從未放棄八旗的騎射技能，但當政府經費有限，就算統治者

有心也是力有未逮。 

(二)旗人騎射能力依然逐漸衰弱 

    透過上述可知，滿洲統治者相當致力於旗人騎射技能的提升，或透

過各種機會宣示騎射對八旗子弟的重要，或藉由種種實際行動來強化八

旗人等的騎射能力，然旗人的騎射能力卻依然逐漸衰弱。按清制，旗人

報考文試，必先試以馬步射，方准入圍，以示「不忘本」之意。康熙二

十八年(1689)朝廷下令：「滿洲以騎射為本，學習騎射，原不妨礙讀書，

考試舉人、進士，亦令騎射。倘將不堪者取中，監箭官及中式人，一并

從重治罪。」104嗣後更進一步規定，凡地方考試，「應照京師八旗之例，

於未入場之先」，「驗射馬步箭，能者准其考試，不能者不准入塲。至會

                                                      
10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76-477，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奉上諭。 
104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 140，頁 11b，康熙二十八年

三月丁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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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時，同京師舉人，一體考試馬步箭。」105然而，由於科甲出身的人員，

升遷較為快速，遂導致旗人「各爭趨文事，憚於騎射」。至嘉慶朝，甚

至出現考八旗文童試時，應考旗人「私減年歲，冀免馬射」的情況。對

此，嘉慶皇帝十分惱怒，命軍機大臣徹查，下令私減捏報歲數的正藍旗

覺羅邁拉松阿與佛珠靈阿「永遠不准考試文場」，且將該管參佐領以及

考驗不實的都統英和交部議處，並再次重申「國家造就人才，以騎射為

根本」祖訓。106 

    除了有私減年歲，以藉此免除馬射考試的現象之外，亦出現八旗考

試騎射時，請人頂替的積弊。八旗本以「騎射為根本」，所以自清初以

來即規定凡應考進士、舉人、生員以及繙譯考試的八旗子弟，均先閱看

騎射，其弓馬生疏者，不准應試。然而，降至清中期，竟發生找鎗手代

考的情形。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御史李振祐奏稱： 

竊見應試之人，步箭尚可親身演射，至馬箭，則不能者甚多，率行

倩人替代。有一人頂數人者，並有頂替十餘人者。頂替之人，衣服

面貌無難一覽而識，乃於眾目共睹之場，更番馳騁，毫無顧忌，實

覺不成事體。107 

對此，嘉慶皇帝認為旗人平日不練習騎射，臨場請人代考，即與「文場

考試鎗替無異」，應按律治罪，因而頒布諭旨： 

凡遇此項考試，著各旗都統等親身先行考驗，能騎射者始准送名。

派出監試之王大臣於考試時，令各旗章京等，逐排識認，射畢步箭，

                                                      
105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45，頁 7a-7b，康熙二十九年三月癸丑條。 

10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60，嘉慶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內

閣奉上諭。 
10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48465，〈奏報請禁考試騎射頂替

積弊而振風氣事〉，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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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射馬箭，仍令本人下馬至堦前報名。如查有替代情弊，將雇倩之

人與頂替之人一併治罪。倘監試王大臣等市惠徇縱，別經發覺，定

將王大臣等一併懲處。嗣後遇有考試，著報明御前大臣奏派乾清門

侍衛二人，至放馬處監視。108 

無論私減年歲，以藉此免除馬射考試，或是考試騎射時雇人代考，兩者

皆顯示出旗人騎射能力的衰弱，正因為能力不佳，才會心虛私減年歲或

請人頂替。不過，僅管統治者下令嚴懲，但這種情形依然抓不勝抓，八

旗人等不諳騎射的情形亦每況愈下。 

    再者，旗籍官員以及披甲當差之旗丁不諳騎射的情形亦相當嚴重。

先就旗籍官員而論，每屆行圍之前，往往會檢視隨行人員騎射技能的「射

布靶」，然多有旗籍官員「指稱患病、臂痛」，而「推故不射」，由此可

見風氣之敗壞，「竟至忘失滿洲本來技藝」。109再就披甲當差的旗丁來看，

各都統在挑選披甲時，均以弓箭為重，且挑缺時，也是先以六力官弓開

試，且以中靶與否為選才標準，惟「挽強而不能命中」與「中靶而弓力

稍軟」者，俱不准挑取。110然而，在挑取時，卻常常出現旗人以二、三、

四力弓虛報六力弓的情形。如此一來，相習成風，兵力日形軟弱，於八

旗武力影響甚大。對此，道光皇帝下令八旗各營在挑缺揀選時，均須遵

守六力官弓定例，各旗都統務當認真覈實考驗，不得讓捏報弓力的情況

再次出現。而且，統治者亦要求查旗御史於各旗挑缺時，務必留心查察，

如仍有都統「意涉瞻徇」，所挑之兵仍有虛報弓力情弊，則查旗御史須

即行據實嚴參。111挑選八旗披甲時，以二、三、四力弓虛報六力弓的現

                                                      
10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48，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內

閣奉上諭。 
109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54，頁 19b-20a，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丁巳條。 

1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13，道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奉旨。 

1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01，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內閣

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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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層出不窮，正反映出八旗武力的衰弱，旗人在挑選取時，無法張開六

力弓，但為得到披甲機會，只好捏報弓力，以致有名無實。另外，察哈

爾都統布彥泰於道光十九年正月到任時，曾校閱該處駐防兵丁的騎射，

發現該地八旗官兵「馬上均屬可觀，惟步箭準頭平常，弓力較弱」。所

以他嚴飭協領、佐領在限期內勤奮操練。幾個月之後，布彥泰再次閱看，

與先前相較之下，此次檢閱的結果雖漸有起色，但弓力仍形疲軟。為了

改善這種情況，他奏請朝廷於張家口駐防，每旗添設六力官弓二張；於

獨石口、千家店二處駐防，每處各設官弓二張，一共二十四張六力弓，

以彰顯朝廷重視八旗武備之意。112值得注意的是：清中期以降，不僅一

般八旗兵丁的騎射不佳，就連前鋒、護軍、參領等重要兵種的騎射技能

亦出現廢棄之勢。舉例來說，嘉慶十六年七月，嘉慶皇帝閱看前鋒侍衛、

護軍參領等人之「射布靶」，中箭人數甚屬寥寥。113兩年後再閱，左右兩

翼前鋒章京內，「竟無一人中三箭者」；正黃、正紅、正藍三旗護軍參領

內，「中三箭者僅有一人」。114 

    八旗騎射能力不佳，也間接反映於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其在林爽

文叛亂期間的作為即是一明顯的例子。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臺

灣爆發林爽文事件，前去平亂之福建、廣東旗兵的表現遠不及綠營。由

臺灣回京的官員曾奏報朝廷「廣東綠營兵丁，打仗尚好」，惟並未言及

廣州滿兵的好處。乾隆皇帝認為由此即可見廣州滿兵「不及綠營兵丁，

自屬顯然」，115他並指責八旗「從前出師，滿兵尚能出力。此次福州滿兵，

自到臺灣，不過逐隊行走，毫無奮勉，殊屬可恥。」116統治者於各省設

                                                      
11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道光朝奏摺〉，文獻編號 405002548，〈奏為察看駐防官兵騎

射請添設六力官弓改用擡砲以重武備而收實效〉，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 
113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46，頁 6a，嘉慶十六年七月壬午條。 

114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71，頁 24b，嘉慶十八年七月丁丑條。 

115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04，頁 14b-15a，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乙亥條。 

116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06，頁 31a-31b，乾隆五十三年六月甲辰條。 



．80． 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1780-1911) 

 

置駐防八旗，本欲將其作為綠營表率，然這些八旗兵丁由於平日疏於操

練，導致其在戰場上的表現反不及各省綠營兵丁，令人失望。 

(三)成效不佳的原因 

    由前述的討論可知，不管滿洲統治者如何力挽狂瀾，八旗子弟騎射

技能衰退的現象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有每況愈下的趨勢。嘉慶朝的御史

李振祐曾一針見血地點出旗人騎射漸衰的原因在於「風氣性耽安逸」，

八旗人等「以學習弓馬為苦」；且各管旗大臣及父兄，「平時既失於教導，

臨事復任其朦混」。他並憂心地指出：這種積弊相沿，日甚一日，如不

亟加振作，旗人恐漸趨柔懦，於根本風俗大有窒礙。117李振祐所論相當

有道理，且這種情況並未隨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善，反而積弊叢生，沉

痾難治。道光八年三月，正紅旗滿洲帶領引見人員內，有印務筆帖式領

催桂麟「射箭竟不到靶」。道光皇帝即將此歸咎於該管都統、副都統「不

能隨時教誡，致相率偷安，漸忘本務」，故將都統賽沖阿(saicungga)與副

都統凱音布(kaiyingbu)交部察議。118 

    其次，與清語漸衰的情形相同，在探討旗人騎射不佳的原因時，實

不能忽略所在環境的影響力。入關以後，旗人居住在漢地，易受當地環

境與漢人生活方式的影響而放棄部分原來的傳統。與關外相較之下，漢

地大多為農地，如果在漢地繼續維持其騎射的傳統，則有踐踏禾稼之虞；

尤其在南方，「地氣潮濕，本難久畜，兼之路多石砌，馬力難施」。119在

此情況之下，旗人騎射的空間自然相對減少，騎射技能已非日常生活所

                                                      
11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48465，〈奏報請禁考試騎射頂替

積弊而振風氣事〉，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11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66-67，道光八年三月十七日，內閣

奉上諭。 
119
 [清]張大昌，《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卷 15，〈經制志政‧

馬政〉，頁 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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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儘管朝廷設有八旗學校與校場，提供旗人學習與練習騎射的機會，

但學校未必確實教授騎射，八旗子弟亦未必認真練習，且光靠在學校與

校場的時間練習，仍有所不足。因此，如欲專精騎射，則需另請師傅至

府中教授，形成一筆額外的支出。這對生計日益困頓的旗人而言，並非

容易之事，所以居住在漢地的八旗子弟大多因此而疏於騎射。從另一方

面來看，在以旗人為多數的關外東北地方，受當地環境的影響，居住於

該地的八旗子弟較易保持其本民族特質。舉例來說，至清中葉，八旗子

弟騎射能力普遍衰弱時，東北地方之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的八旗兵

丁，仍然保有傳統騎射的能力，他們始終是八旗中較為精銳的力量，用

他們來不斷補充、替代關內日漸衰敗的八旗兵丁，使整個八旗的作戰能

力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120由此而論，旗人騎射能力的衰弱與否，實涉

及個人對文化的取捨，其選擇的動機來自於生活所需。換言之，八旗子

弟並非因為仰慕漢文化而放棄原來的騎射傳統，其騎射漸荒的原因，實

在於他們對謀生方式的選擇。入關之後的八旗子弟，漸漸適應漢地生活

環境，對身處漢地的旗人而言，騎射乃日常生活之外的技能，必須額外

支出，始能學得，這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相反的，對居住在關外東北

地方的八旗子弟而言，騎射本為生活之基本必備技能，故較能繼續保

持。 

    再次，清中期以後馬政荒廢，亦導致旗兵騎射技藝不佳，作戰能力

下降。嘉慶年間，馬廠官員敷衍塞責、侵蝕馬乾、私賣官馬等案件層出

不窮。如嘉慶十四年(1809)，清廷查出色克通阿在委任古北口提督期間，

貪汙馬乾，毀壞草場。色克通阿在任時，曾在古北口馬廠蓋造棚槽二百

餘間，耗銀二千九百兩，讓馬匹在廠過冬，以圖節省馬乾。然該處山荒

草枯，河冰凍結，以致馬匹飢渴交加，疲瘦過度，行走無力，難以歸槽。

                                                      
120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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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嘉慶皇帝認為「每年出青回槽，例有期限」，色克通阿的作為實

屬「逞臆更張，廢弛營務」，所以下令將他嚴加議處。121 

    除了官員貪污之外，經費不足亦是清代馬政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據牛貫杰的統計，清代在京八旗的戰馬數量大致為一萬一千五百匹左

右，至於駐防八旗的戰馬數量則維持在七萬五千匹至九萬五千匹之間。
122就豢養戰馬所需的經費來看，圈養馬匹草乾每匹每月給八千，倉米四

斗，馬乾銀二兩一錢三分；並另外設馬圈公費，滿洲旗分每月給銀二百

兩，蒙古旗分每月給銀一百兩。至於駐防八旗的馬乾則由國家供給草豆，

馬甲餉銀二十四兩，馬乾銀則為每月三兩。123這些經費對朝廷與各省駐

防而言，無疑是一筆龐大的開支。當旗人基本生活都成問題時，自然無

法繼續大量豢養馬匹。舉例而言，吉林副都統祿成到任三年，發現該處

八旗兵丁馬箭普遍不佳。祿成調查後發現：東三省八旗兵丁向無官馬，

從前兵丁有力，尚能自立馬匹；近年八旗生齒日繁，「當差未免拮据」，

大都無能力養馬。即使有養馬，亦須兼拉車重地之責，不太能跑走。祿

成以為正是因為經費不足所導致的官馬匱乏，終致旗營兵丁馬箭多不能

合式。124由此可知，清代因經費問題與官員貪污所導致的馬政之衰，使

八旗所養之馬不堪騎用、旗營缺乏官馬，對旗人的騎射與作戰能力產生

了相當負面的影響。 

    綜上所述，對旗人而言，騎射本為其所向皆捷的長技，然早在康熙

年間，八旗子弟即已出現騎射漸衰的情形。八旗之中，以漢軍與駐防旗

人荒廢騎射的情況較為嚴重。面對八旗子弟騎射能力日益衰弱的文化危

機，清中葉以後的滿洲統治者亦曾致力於旗人騎射能力的加強，時常藉

                                                      
121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06，頁 30a，嘉慶十四年正月甲申條。 

122
 牛貫杰，〈清代馬政初探〉，《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7：2(河北，2006)，頁 58-59。 

123
 牛貫杰，〈清代馬政初探〉，頁 59。 

12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605，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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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各種機會重申騎射為旗人根本的滿洲傳統。而且，除了不斷重申與宣

示騎射為八旗根本的祖訓外，乾隆、嘉慶以及道光三位皇帝也透過各種

實際行動來強化八旗人等的騎射能力，包括：(一)重申應考文武鄉會試

或繙譯考試時必須先考騎射的規定(二)在八旗士子考試騎射時，增派滿

御史監射。(三)要求另派差使的八旗官兵亦須於下班之後隨眾操練弓馬

技藝(四)要求滿洲翰林於行圍之時學習騎射(五)仍沿襲舊制，定期閱看

八旗步箭。(六)給予嫻習騎射的八旗官兵優先錄用的機會(七)對於騎射

能力佳者，賞給小卷與緞袍褂料。(八)騎射能力為八旗人等是否保列卓

異、取得披甲當差機會以及可否補缺的關鍵之一。(九)除了要求一般八

旗子弟之外，清中葉以後的滿洲統治者對宗室子弟也有所要求。如：飭

令閒散宗室勤習騎射，擇其優者量予錄用；而且，恢復宗室會試舊例，

但規定須先經過檢閱騎射，合格者方可入場考試。(十)除給予善於騎射

者獎賞外，滿洲統治者亦針對騎射能力不佳的旗人，予以革職、降等、

罰俸等處分。 

    然而，無論滿洲統治者如何力挽狂瀾，八旗子弟騎射技能衰退的現

象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有每況愈下的趨勢。例如：出現私減年歲，以藉

此免除馬射考試的現象；甚至出現八旗考試騎射時，請人頂替的積弊。

而且，旗籍官員以及披甲當差之旗丁不諳騎射的情形亦相當嚴重。而八

旗騎射能力不佳，往往間接反映於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尤其是在平定

林爽文事件期間，福建、廣東旗兵的表現就遠不及綠營。探究八旗子弟

騎射能力漸衰的原因，首先，入關以後，旗人生活日漸安逸，開始以學

習弓馬為苦。其次，管旗大臣及父兄於平時荒於教導，遇校閱時刻則任

其蒙混。再次，受所在環境的影響，入關之後的八旗子弟，漸漸適應漢

地生活環境，對身處漢地的旗人而言，騎射乃日常生活之外的技能，必

須額外支出，始能學得，這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除此之外，清中期以

後馬政荒廢，亦導致旗兵騎射技藝不佳，作戰能力下降。不過，愈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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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後期，旗人所身處的世界與其祖先差異愈大，鳥槍、火炮的使用日趨

頻繁，這些熱兵器對戰爭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加。對清中期以降的滿洲統

治者而言，如何在新武器普遍使用的時代，讓傳統的騎射技藝仍然保有

價值並發揮一定的作用，便是一相當困難而重要的課題。 

    身為旗人，震鈞在其所著《天咫偶聞》一書中，道盡了對於國語騎

射此種滿洲舊俗漸失的無奈，他說：「所見舊俗，聞之庭訓，已謂其去

古漸遠。及今，而日習日忘，雖大端尚在，而八旗之習，去漢人無幾矣。

國語騎射自繒無譏，……所習於漢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華，所

存舊俗，又多失其精華，而存其流弊，此殆交失也。」125面對這種民族

文化危機，清中期以後的滿洲統治者亦曾致力於旗人清語騎射能力的加

強。統治者對清語騎射的強調，係滿洲維持民族傳統文化之決心的展現，

也是強調其與漢族的區隔以及保持統治優勢的手段。惟「國語本應不學

而能，而騎射亦須童年練習」，當統治者長期不斷強調清語騎射的重要

並付諸行動時，其中所代表的意義就不僅僅是文化的危機意識，更反映

出民族續存的危機。126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國語騎射的衰弱以及滿

洲統治者竭力挽救清語騎射的努力，亦反映了清中期以降，滿洲統治者

仍然繼續試圖運用政治力量，宣傳與塑造一種與眾不同的滿洲文化。僅

管成效不佳，清語騎射等滿洲傳統舊俗不可避免地逐漸消失；但文化內

容的改變或者消失，是一種漸進的過程，只要這個共同體仍然存在，曾

經共有的文化就會逐漸轉為集體的文化記憶。換言之，在滿洲統治者把

以清語騎射為核心的滿洲文化塑造為「滿洲根本」的過程中，日漸衰落

的滿洲傳統文化習俗已逐漸轉為旗人的集體文化記憶，且這種文化記憶

亦構成了旗人與他者之間的文化邊界。127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成為凝聚

                                                      
125
 [清]震鈞，《天咫偶聞》(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 10，〈瑣記〉，頁 3a。 

126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408。 

127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 141-142。 



第二章  承平時期旗務政策的轉向(1780—1839) ．85． 

 
 

滿洲共同體的重要因素，在清末的種族保衛戰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節  八旗生計的照顧 

    八旗向被滿洲統治者視為「國家根本」，故在經濟上擁有許多民人

無法享有的權利，使他們成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

的一群人。然而，隨著八旗人等在關內居之既久，「滿洲兵丁家貧者多」，

康熙皇帝將此歸因於：「曩日滿洲初進京師時，人人俱給有房田，各遂

生計，飼養牲畜亦便；今子孫繁衍，一人增至數人，是以無房田者甚多。

且自順治年間以來，出征行間，致有稱貸不能償還，遂致窮迫。」128由

此可見，入關以後，在子孫大量繁衍與連年出征的影響之下，旗人的生

計問題逐漸浮出檯面。所謂八旗生計問題，或可界定為：八旗人等在入

關以後所面臨之種種經濟困頓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日益嚴重，成為

長期困擾清朝統治者的一大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旗人生計問題有其階層性與區域性，而且，這不只

是男性旗人面臨的問題，八旗孀婦亦出現生計維艱的情況。就階層性而

論，先前的研究成果大都主張八旗生計的惡化，是下層旗人的貧困化問

題，129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討論此問題時，尤不可忽視宗室的日漸窮困。

先從八旗兵丁等地位較低的旗人來看，早在順治年間(1644-1661)，順治

皇帝就多次下諭論述八旗兵丁的貧苦；130而且，至康熙朝，情況並未好

                                                      
128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 1冊，頁 464-465，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初三日條。 

129
 劉小萌在《清代八旗子弟》一書中主張：「八旗生計的惡化，實際上是下層旗人的貧困化問

題，它的發展，使八旗戰鬥力不斷瓦解，團體意識趨於渙散，直接觸及清朝統治者的利

益。」詳見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頁 215。周遠廉也抱持相同的看法，他認為：「“八

旗生計”問題，指的是入關以後的八旗正身旗人，尤其是大多數旗兵和餘丁的生計艱難，

而且日益嚴重，成為長期困擾清朝統治者的問題。」見周遠廉，〈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計”〉，

《滿學研究．第七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37。 
130
 舉例而言，順治十二年(1655)正月，順治皇帝即曾先後兩次指出：「(滿洲武弁兵丁)生計蕭

條，且年來水旱頻仍，秋成莫望，無以聊生」、「滿洲兵丁，困苦至極」。(《清實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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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八旗兵丁生計困頓的現象依舊存在；131乾隆皇帝即位之後，八旗兵

丁亦愈加窮困。再就宗室日漸貧窮的現象來說，宗室子弟中，或有負債

不能自拔者。康熙皇帝即曾指出：「今閒散宗室有甚貧者，遇婚喪之事，

每至稱貸積債。」132乾隆皇帝亦因篤念「宗室貧乏失產，無以自活」，所

以特命宗人府堂官遇宗室婚嫁時，詳為撫恤。133 

    就區域性而言，八旗生計問題最先出現於在京八旗，降至雍正年間，

始擴及至關內駐防八旗，最終連關外東北駐防的生計也開始每況愈下。
134旗人生計問題的嚴重與否，與沒有披甲當差之餘丁人數的多寡有著最

直接的關係。雍正朝以前，由於駐防披甲亡故之後，家眷、子弟俱令還

京，所以駐防地區的餘丁要比京師餘丁少得多。如總兵官都督僉石雲倬

即曾奏報：「八旗滿兵蘇喇人等，其在外省者不過百分之一，其餘悉在

京師閒住，有職役者甚少。」135入關初期，京旗餘丁較多；再加上居住

在北京，與各駐防地相較之下，生活較為奢侈，日常生活開銷較大，故

此時期駐防八旗的生計問題不如京旗嚴重。爾後，雍正皇帝為解決京旗

的生計問題，便開始增加駐防地點與駐防兵丁額數，以安置京旗過剩的

                                                                                                                                       
祖章皇帝實錄》，卷 88，頁 4b，順治十二年正月己亥條；同書，卷 88，頁 6b，順治十二年

正月甲辰條。) 
131
 入關以後，在子孫大量繁衍與連年出征的影響之下，八旗兵丁的生計問題開始浮現

出來，甚至出現借貸卻無力償還的情況。當時在北京的法國傳教士白晉亦將此種情

形做了詳細的記載，他寫到：「在北京為數眾多的八旗兵中，有一大部分由於債臺

高築而陷於極度貧困，他們軍餉的大部分都付了債款的利息。……禁衛軍中有一批

低級軍官，大約七、八百人，以及皇室一些其他軍官，也是債臺高築。」(白晉，《康

熙帝史》，《清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213-214。) 
132
 [清]鄂爾泰等纂，《八旗通志初集》(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卷 54，〈典禮志五．八

旗賞賚下〉，頁 24b。 
133
 [清]徐珂，《清稗類鈔．婚姻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高宗籌宗室婚嫁〉，

頁 82-83。 
134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 222-224。 

13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年)，第 11輯，

頁 798，〈奏陳安頓八旗無甲之蘇喇〉，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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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136如此一來，駐防旗人的人數越來越多，再加以披甲兵額有限，

且家眷回京等規定的執行日漸鬆弛，終導致駐防旗人的生計日趨困難，

其程度甚至超過在京八旗。降及乾隆朝，隨著內地漢人大批湧入東北，

當地的旗地大多被漢人兼併或典買，致使東北地區駐防八旗的生計問題

也逐漸浮現出來。舉例而言，寧古塔將軍鄂彌達曾奏報在吉林烏拉地區

的三千名旗人中，富戶僅二十一戶，中戶八百四十八戶，貧戶則多達一

千一百八十五戶，赤貧戶亦有六百七十八戶。由此可見，基本可以溫飽

的中戶尚不足三分之一，貧戶與赤貧戶則占了絕大多數。137 

    就八旗孀婦生計維艱來說，對八旗婦女而言，丈夫的過世，意味著

錢糧的斷絕，因為並非所有的八旗寡婦都有父兄可以倚靠；而且，除非

有已成年或是即將成年的兒子，足以再領一份錢糧，否則旗人孀婦之生

計便成為最迫切的問題。儘管清廷致力於照顧八旗寡婦的生計，但對大

部分的孀婦來說，朝廷的撫恤僅能緩解一時之急，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即使得到終身俸餉，也頗為微薄；且就連宗室寡婦領有的贍養銀兩也為

數不多。因此，無論是一般的八旗孀婦還是宗室的孀婦，其生活皆十分

清苦。138在這種情況之下，許多沒有兒子或兒子還年幼的年輕八旗寡婦，

往往因生活困頓而選擇殉死。不過，也有旗人寡婦藉由在族內爭奪房產

與田產、收養繼子等方式維持生計。139而且，尚有許多旗人孀婦為求溫

飽而改嫁。「內務府來文」中有許多八旗孀婦改嫁案例的記載，茲舉例

如下：正藍旗蒙古七十五佐領下護軍那保住之女那氏，於十九歲時嫁給

                                                      
136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 222。 

137
 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頁 215。 

138
 定宜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 143、

159-160。 
139
 關於收繼養子的研究，詳見賴惠敏，〈清代皇族的過繼策略：傳承子嗣抑或繁榮家族〉，收

錄於李中清、郭松義主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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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藍旗滿洲趙成佐領下護軍三達色為妻，生有二子。乾隆四十年(1775)

二月，三達色病故，那氏領有一份孀婦錢糧。乾隆四十一年(1776)，那

氏因「窮苦難過，不願守節」，故而回本旗佐領，除去錢糧，到其姑姑

家居住。乾隆四十八年(1783)，那氏四十五歲，聽聞三等護衛邱拴住欲

娶年輕女子，便隱瞞年紀再嫁給邱氏為妻。140根據定宜庄的研究，許多

八旗孀婦都是在丈夫死後不久旋即再嫁，守寡的時間不長；而四十歲之

後再嫁者，生計問題無疑是她們最為重要的考慮。定氏也指出：從現存

的檔案可以發現，幾乎所有寡婦提及再嫁的原因時，大都是出於「度日

不過」、「無人養贍」等因素。141 

(一)嘉道時期八旗生計的困境 

    面對日益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曾嘗試

各種辦法，試圖改善這種困境，包括：恩賞錢糧、回贖典當旗地、豁免

積欠、生息銀兩、設養育兵、賑濟孤貧、開辦井田、設立八旗米局、出

旗為民、京旗回屯拉林與阿勒楚喀地區……等。142儘管乾隆年間的兩次

                                                      
140
 〈內務府來文．刑罰類〉，卷八，第 2345號，乾隆四十八年四到八月。轉引自定宜庄，《滿

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頁 160。 
141
 定宜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頁 161。 

142
 關於康雍乾時期(1662-1795)旗人生計問題的研究，詳見韋慶遠，〈論「八旗生計」〉，《社

會科學輯刊》，第 5期(瀋陽，1990)，頁 85-90；韋慶遠，〈論「八旗生計」(續)〉，《社

會科學輯刊》，第 6期(瀋陽，1990)，頁 82-85；嚴愛景，〈有關八旗生計措施〉，《中央

民族大學學報》，第 6期(北京，1996)，頁 45-47；李自然，〈試論乾隆朝東北禁邊與八旗

生計之關係〉，《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7：6(北京，2000)，頁 52-55；李興華，〈芻議雍

正朝的「八旗生計」〉，《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

282-286；佟永功、關嘉祿，〈雍正皇帝整飭旗務論述〉，《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頁

122-126；劉德鴻，〈乾隆時期滿族統治階級的腐朽與“八旗生計”〉，《滿學研究．第三

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 161-179；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

務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2期(臺北，2004)，頁 100-109；葉高樹，〈清雍乾

時期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38期(臺北，2007)，頁 107-128；周遠廉，〈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計”〉，頁 23-71；陳

力，〈八旗貴冑的沒落──清代旗人經濟狀況研究〉，《蘭州學刊》，第 5期(蘭州，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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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旗為民暫時緩解了八旗生計窘困的情況，但自入關以來，承平日久，

人口快速滋生，餘丁繁多，加上兵額有定，終導致不得披甲當差之八旗

閒散無以豢養家眷之現象的出現。即使是披甲當差的旗人，亦背負著養

贍家人的重擔。而且，這種情形，愈到清中期以後愈為嚴重。道光九年

(1829)，駐防熱河的八旗官兵「生齒日繁」，「每兵一分錢糧，養贍親丁

八、九口至十數口，實屬不敷」。143由於兵額有限，故當八旗人口過多時，

其披甲當差的機會便較為渺茫。從清代丁冊來看，旗人入關以前，八旗

兵丁與餘丁之比例，或一比三，或一比五；至順治朝，大體為一比四；

乾隆朝則猛增至一比八；清中期以後，其比更已經來到一比二十。144八

旗人口遽增，但兵額並未等比增加，致使旗人生計困頓的現象日益加

劇。 

(二)改善八旗生計的舉措 

    儘管清中期以後不再透過扭曲各種資源分配來獨厚旗人，但統治者

依然相當注重八旗的經濟狀況。因此，當八旗生計出現問題時，朝廷仍

會積極尋求各種解決之道，以維護旗人生活，進而鞏固滿洲政權。嘉慶

與道光皇帝所採取的辦法包括：增加養育兵額、禁止流民出關、雙城堡

與伯都訥屯墾、遷移宗室回駐盛京、改軍屯公耕為分產承耕、要求八旗

子弟重返傳統淳樸之風尚、賞給一月錢糧、賑災、規定都統須親自抽驗

包封後的旗兵餉銀、照顧八旗孀婦以及給予八旗鰥寡孤獨養贍錢糧。其

中，增加養育兵額、禁止流民出關、雙城堡與伯都訥屯墾、要求八旗子

弟重返傳統淳樸之風尚、賞給一月錢糧、賑災、照顧八旗孀婦以及給予

八旗鰥寡孤獨養贍錢糧，係延續康雍乾時期的辦法；遷移宗室回駐盛京、

                                                                                                                                       
頁 194-197。 

143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162，頁 11b，道光九年十一月戊戌條。 

144
 張璇如，〈清代東北旗地的幾個問題〉，《學術研究叢刊》，第 1期(吉林，1980)，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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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軍屯公耕為分產承耕、規定都統須親自抽驗包封後的旗兵餉銀等，則

為康、雍、乾三朝所沒有實施的創舉。 

1.增加養育兵額 

    對滿洲統治者而言，解決八旗生計的「鞠謀保聚之道」即在於「增

添養育兵以得實濟」。145養育兵又名教養兵，係指從無法挑補兵缺而生活

窘迫的旗人家中，挑選家貧體健的閒散餘丁加以訓練，充當預備役的一

種救濟辦法。此種辦法始於雍正二年，於八旗固定編制之外，添設員額

五千一百二十人，給予錢糧，統治者希冀用此解決八旗餘丁過剩的問題，

並兼顧八旗的養育與教育。146 

    自入關以來，八旗生齒日繁，生計日漸拮据，少年子弟無所執業，

遊手好閒的情形也愈來愈嚴重。但是，國家經費有限，甲兵設有定制，

「勢不能於額外增添餉項」。為了解決問題，嘉慶皇帝遂於嘉慶十年(1805)

十一月下令開放八旗滿洲、蒙古子弟挑補綠營之巡捕五營的兵缺，如此

「不特養育有資，且得歸營管束，實屬兩有裨益」。147然而，才不到幾天

的時間，嘉慶皇帝就反悔了，因為滿洲蒙古閒散子弟挑充五營馬兵，與

綠營一體當差，統治者憂心如此則「不免沾染習氣，致滋流弊」。148所以，

                                                      
14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003，嘉慶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奉旨。 
146
 葉高樹，〈清雍乾時期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頁 107。 

14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693-694，嘉慶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內閣奉上諭。 
14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16-717，嘉慶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內閣奉上諭。嘉慶十二年(1807)，御史英綸又再次奏請朝廷將巡捕營中守備、千總、把總

以及馬戰步兵等缺，分撥旗員陞補，嘉慶皇帝將此奏議交八旗滿洲都統等會奏。八旗滿洲

都統等會奏之後，認為英綸所奏實不可行。先就英綸所奏「將巡捕五營內守備、千總、把總

之缺撥出各半，准以八旗護軍校、前鋒校、驍騎校等陞補守備；護軍前鋒、馬甲等挑補千

把總」來看，八旗滿洲都統等對此抱持反對態度，其理由如下：其一，設官分職陞銓撥補向

有定例，未便遽事更張，致滋紊亂。按清制，巡捕營額設守備十八員，千總四十六員，把

總九十二員，經制外委一百三十八員。如遇守備缺出，應於四十六員千總內揀選，且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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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決定採取祿康等人的建議，以增添養育兵的方式取代挑補巡捕營缺。

其作法是將差馬撥出兩千匹，交與張家口放牧，如此一來，每月便可省

下馬乾銀五千兩。再將這筆銀兩用於所增養育兵的薪餉，於八旗滿洲蒙

古閒散內，每旗滿洲額增養育兵二百分，蒙古額增養育兵五十分，共增

養育兵二千分。149每月給這些新增養育兵銀一兩五錢，每月總共用銀三

千兩，並照漢軍養育兵之例，不發給米石。其次，嘉慶皇帝認為挑充養

育兵時，也必須分以等次，才能有所限制。例如：閒散子弟須先挑入無

米養育兵，再由無米養育兵挑入有米養育兵，之後再從有米養育兵挑入

馬甲。再次，所省下的馬乾銀五千兩，除了增加養育兵二千分之外，尚

餘銀二千兩，統治者便下令仍於滿洲蒙古閒散內再添設養育兵，以資生

計，至於該如何均派，則要求軍機大臣詳悉議奏。150 

                                                                                                                                       
奉旨分發捕營學習難廕守備七員，並兵部分發武進士四員，亦應一體揀選。如遇千總出缺，

應於九十二員把總及捐納千總以及難廕千總內一體揀選拔補。至於把總缺出，則應將經制

外委一百三十八員、兵丁中式武舉、兵部送到八旗漢軍武舉、捐納把總以及難廕恩騎尉一

體考驗拔補。其二，巡捕營守備一缺，所管地方遼闊，有巡緝盜賊、彈壓地方之責，故必

須在營熟諳之員方可勝任。然各旗護軍校、前鋒校、驍騎校素管旗務，若令其陞補守備，

則於巡緝等事茫無所曉，無法管轄地方。至於千總、把總，係守備的左右手，各有分防巡

緝之責，而護軍、前鋒、馬甲均於營務未諳，故亦未便驟令陞補。其三，巡捕五營中未經

陞用者甚多，在缺少人多的情況下，雖通融拔補，仍尚多壅滯。若如英綸所奏，將八旗護

軍、前鋒、馬甲各半挑補千總、把總，不僅對地方營伍無益，亦會導致巡捕營應補人員更

形壅滯。再就英綸所奏「將五營馬戰步兵等缺再撥出數百名，准以八旗漢軍兵丁挑補」來說，

乾隆四十六年(1781)開始，即將一萬名巡捕營馬戰兵丁中的一千七百二十六名開放八旗兵

丁挑補。惟八旗滿洲都統等認為自開放以來，每月出缺時，前赴挑補者寥寥，實不得人，

每致缺額。故英綸所奏僅係為旗人開進身之階，而於八旗生計毫無裨益。最後，嘉慶皇帝

認為八旗都統等人所奏有理，且「若以生齒繁多而論，則漢人更多於旗人」，如採英綸所奏，

則「不足以昭平允」，所以下令毋庸再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

檔》，頁 74-79，嘉慶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 
149
 「每旗滿洲額增養育兵二百分，蒙古額增養育兵五十分，共增養育兵二千分」中的「分」，《欽

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均寫作「名」。([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

朝》(臺北：啟文出版社，1963年)，卷 1121，〈八旗都統．兵制〉，頁 24b。) 
15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16-717，嘉慶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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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機大臣慶桂等人商討之後，提出了不同於嘉慶皇帝的看法，並做

了補充。其一，慶桂等人認為按照每名月給餉銀一兩五錢，共可得三千

三百三十三分，151但若按照原奏八旗滿洲、蒙古各依成數派定，則各旗

佐領多寡不齊，所分額缺不均挑補。慶桂等人比對八旗滿洲、蒙古佐領

數目之後，建議仿照舊額規制，於八旗滿洲每佐領下，增設四名養育兵，

八旗共計增設二千七百一十八名；於八旗蒙古每佐領下，增設三名養育

兵，八旗共計增設六百一十二名，以「適符勻派」。其二，按定制，養

育兵內向來准許挑留老幼篤廢之人，以資贍卹。然而，慶桂等人以為這

些老幼篤廢之人不能挑補馬甲，否則會致誤差操，故只可令他們長佔養

育兵額缺；如馬甲缺出，而本佐領下養育兵不敷選補時，應仍照舊例，

由閒散內驗看騎射挑取。對此，統治者認為慶桂等人所議一切，均屬可

行，並叮嚀八旗子弟須「倍敦勤儉，勉圖上進」，以不辜負朝廷的用心。
152此次挑補新增養育兵名單如下： 

表 2-3-1  嘉慶十年挑補新增養育兵名單 

旗分 姓名 

八旗滿洲 

鑲黃旗 烏爾恭阿(urgungga) 

正黃旗 奕紹 

正白旗 永璘 

正紅旗 成格(cengge) 

鑲白旗 英和(yinghe) 

鑲紅旗 桂芳(guifang) 

正藍旗 札郎阿 

鑲藍旗 珠隆阿(julungga) 

                                                      
151
 「共可得三千三百三十三分」中的「分」，《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亦寫作「名」。([清]

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21，〈八旗都統．兵制〉，頁 25a。) 
15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28-731，嘉慶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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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蒙古 

鑲黃旗 秀寧(sioning) 

正黃旗 長琇 

正白旗 誠存(cengts’un) 

正紅旗 潤祥 

鑲白旗 花沙布(huashabu) 

鑲紅旗 朱玉瑞 

正藍旗 綿懷 

鑲藍旗 棍布札普 

內務府三旗 哈魯堪(halukan) 

圓明園內務府三旗 哈寧阿(haningga) 
資料來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77，嘉慶十年十二

月初十日，奉旨。 

此外，嘉慶皇帝還要求直隸總督於已徵但尚未解至京城的旗租銀兩內，

撥銀五萬兩，交長蘆鹽政發商生息，且每年將息銀六千兩於十月內依限

解至戶部，以備頒賞八旗新增養育兵之用。153幾天之後，嘉慶皇帝甚至

下令再從廣儲司、造辦處各撥銀十萬兩，戶部撥銀五十萬兩，共七十萬

兩交商生息，用作增添養育兵所需經費。如此一來，每年可得息銀八萬

四千兩，除八旗漢軍毋庸添設養育兵之外，於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圓

明園、內外火器營、健銳營中，增設無米養育兵四千七十六名，月給一

兩五錢餉銀；並於內務府三旗與圓明園包衣三旗增設無米養育兵三百二

十四名，月給一兩餉銀。八旗滿洲等增添養育兵，歲需銀七萬三千二百

九十六兩，年終賞項需銀六千一百八兩；內務府三旗等增添養育兵，歲

需餉銀及年終賞項共銀四千二百十二兩。以上所需經費，均在生息銀內

動支，154統治者愛護照料八旗之心溢於言表。 

    另外，滿洲統治者亦會於駐防地區增添養育兵。嘉慶十五年三月，

                                                      
15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79，嘉慶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旨。 

154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71，頁 24a-25a，嘉慶十一年十一月下壬申條；中國第

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003，嘉慶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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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將軍慶成認為福州駐防八旗生齒日繁，度日不免拮据，故奏請裁撤

駐防馬匹，並以所省下的馬乾銀兩增添養育兵額。嘉慶皇帝以為「今既

有裁減馬乾，若以之添設養育兵，俾滋養贍，亦於八旗生計有益」，遂

下令於福州駐防添設養育兵一百六十名，每旗各添二十名，並以酌減馬

乾抵充月餉。155 

    不過，滿洲統治者並非一味地增添養育兵數額，而是仍會視情況而

定。舉例而言，嘉慶四年(1799)五月，總管內務府大臣緼布奏請添設內

務府養育兵，並建議先從正項內給餉，之後再從直隸旗租內歸款。不過，

此奏遭嘉慶皇帝駁回，其理由如下：第一，八旗內務府經費有常，原本

就不可隨意增加。第二，直隸旗租每年所解數目不足，如以正項先行墊

支，則最後很有可能會出現「無可歸款」的情形。第三、馬甲出缺時，

若都先以幼弱者挑補，則致使成丁轉致壅滯。第四、按緼布所奏，滿洲、

蒙古、漢軍二十四旗，共添兵八千名，平均每旗三百餘名；然僅內務府

三旗即欲添兵三千名，與外八旗相較之下，「多至倍蓰」，尤為錯謬。第

五，緼布出身內務府，嘉慶皇帝認為他之所以會有此上奏，係「意存偏

袒，徇私市惠」。而且，緼布於他事召對時，不斷要求統治者特准其所

奏，嘉慶皇帝認為他居心叵測，「妄行瀆奏」，「以國家經費之需，為一

己沽名之地」。基於上述考量，統治者不但將此奏駁回，甚至還將緼布

交部議處。156 

    儘管此時的養育兵政策係延續雍正朝以來的措施，但在延續中仍有

一些改變，尤其是養育兵經費來源的部分。乾隆年間養育兵經費主要來

自於向國庫所借的銀兩，157嘉慶朝則源於所省下的馬乾銀兩以及長蘆鹽

                                                      
15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35，嘉慶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旨。 
15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80-181，嘉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內閣奉上諭。 
157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21，〈八旗都統．兵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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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生息銀兩。另外，就養育兵的薪餉來看，康熙朝以降一直到道光朝

之間，愈至後期，國家財政愈加困難，直接影響養育兵薪餉多寡。雍正

年間的養育兵，每人各給三兩錢糧；158乾隆三年(1738)開始，新增的養

育兵一律改為食二兩錢糧；159乾隆十八年(1753)，再改為食餉銀一兩五

錢；160嘉慶朝則維持一兩五錢的定例。滿洲統治者除了是全體旗人的皇

帝，亦是掌管全中國的皇帝，所以在照顧八旗的同時，亦需兼顧國家大

局。因此，當國家庫帑不再充裕時，朝廷便不能再直接由國庫提供養育

兵經費，只好改從馬乾銀兩以及長蘆鹽政的生息銀兩內尋求經費來源；

與此同時，為了節省國庫開銷，統治者亦只能逐年遞減養育兵的薪餉。 

2.禁止流民出關 

    東北是旗人的發祥地，此地區對滿洲統治者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

性。統治者對東北的保護不遺餘力，甚至賦予東北「根本之地」、161「龍

興之地」162等重要意義，並有意識地將東北的長白山建構為旗人的肇興

之地，賦予長白山神祕化與神聖化的色彩。康熙朝中期以後，關內漢族

民人大量湧向東北地區，致使民人在東北的土地急遽增加，他們私墾地

                                                                                                                                       
22a。 

158
 [清]允祿等奉敕編，《上諭旗務議覆》，〈雍正二年〉，頁 1，上諭。 

159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21，〈八旗都統．兵制〉，頁

20b。 
160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21，〈八旗都統．兵制〉，頁

22b。 
161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皇帝頒布諭旨：「東三省乃滿洲根本地方，諸宜恪守滿洲淳樸舊

俗，並力挽漸染漢人習氣。」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卷 1035，頁 4b，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下乙卯條。 
162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曾諭軍機大臣：「盛京、吉林為本朝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

處，殊於滿洲風俗攸關。」(《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23，頁 8b，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

下丁巳條。)爾後，嘉慶皇帝也曾再次重申「東三省為我朝龍興之地」。(《清實錄．仁宗睿皇

帝實錄》，卷 264，頁 1a，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庚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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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嚴重威脅旗人生計。滿洲統治者因而於康熙七年(1688)頒布〈遼東

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下令封禁東北，限制關內民人出關。不過，康

熙年間(1662-1722)對東北的封禁並不嚴格，一直要到乾隆五年(1740)清廷

才開始對東北採取較為嚴厲的封禁政策。此時的封禁令既有針對奉天、

吉林、黑龍江地區，亦有針對整個東北地區；既有針對陸路交通，也有

針對海上交通。163 

    嘉慶與道光皇帝繼續奉行乾隆朝所厲行的東北封禁政策，嘉慶八年

(1803)五月，滿洲統治者頒布上諭： 

    東三省地方為滿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雜處其間，私墾地畝，

致碍旗人生計。……嗣後，民人出入，除隻身前往之貿易傭工、就

食窮民仍令呈明地方官給票到關，查驗放行造冊報部外，其攜眷出

口之戶概行禁止。即遇關內地方偶值荒歉之年，貧民亟思移家謀食，

情願出口營生者，亦應由地方官察看災分輕重，人數多寡，報明督

撫據實陳奏，候旨允行後，始准出關。仍當明定限期，飭令遵限停

止，毋得日久因循，致滋弊端。164 

                                                      
163
 張杰，〈柳條邊、印票與清朝東北封禁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期(北京，1999)，

頁 83。目前關於清朝東北封禁政策與流民出關東北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本文不再贅述，

相關研究成果詳見謝國禎，《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臺北：開明書局，1969年；池子華，

《中國近代流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林士鉉，《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

研究》，臺北：政大歷史系，2001年；范立君，《近代關內移民與中國東北社會變遷》，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趙中孚，〈近代東三省移民問題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第 4期(臺北，1974)，頁 613-664；張璇如，〈清初封禁與招民開墾〉，《社

會科學戰線》，第 1期(吉林，1983)，頁 182-188；趙中孚，〈清代東北三省北部的開發與

漢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5期(臺北，1986)，頁 1-16；溫順德，〈清

代乾嘉時期關內漢人流移東北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張杰，〈試論清前期的東北封禁〉，《社會科學集刊》，第 5期(瀋陽，1994)，頁 113-120；

許倩倫，〈清代東北封禁政策之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年。 
16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64-165，嘉慶八年五月初二日，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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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光年間(1821-1850)，清廷曾短暫開放貧民出山海關前往盛京、吉林

地方謀生，但盛京、吉林畢竟是「國家開基根本之地」，民風向來淳樸，

如流民人口過多，「不免滋生訟端，且恐會匪蔓生，藉此詭計弊混」。道

光皇帝因而下令： 

    嗣後，除貿易探親，及實係貧民，形同乞丐，襁負而至，雖攜帶妻

子，仍准照例發給執照出關外，其藉貧民名目，遷徙眷屬，乘坐大

小車輛，前往奉天吉林種地營生者，概行截回，以杜朦混。165 

值得注意的是，統治者一方面禁止關內民人向東北遷移，另一方面又常

常因被迫承認既成的事實而弛禁。尤其是遇到嚴重荒歉時，清廷為避免

激起民變，甚至會刻意解除禁令，允許部分地區的民人出關謀生。以嘉

慶六年(1801)秋季來說，當年畿南州縣被水成災，清廷即准許饑民出關。
166為此，統治者甚至頒布相關章程辦法，以前文所引嘉慶八年五月的上

諭來看，該則上諭就規定關內地方若遇荒歉之年，貧民欲移家謀食者，

應先由地方官調查災害程度以及人數多寡，報明督撫，俟批准後方可出

關，且亦需明定移住時間的長短。由此可知，統治者會視情況而放寬嚴

禁流民出關的命令，出關流民的人數亦始終未曾間斷。 

    東北的封禁政策是為維護「龍興之地」的旗人生計而頒布，畢竟東

北為「滿洲根本重地」，如開放關內民人私往開墾，則有礙八旗生計。

從另一方面來看，封禁東北亦是為了保持旗人固有的騎射本習與淳樸風

俗，對統治者而言，東三省既為「滿洲根本地方」，理應「恪守滿洲淳

樸舊俗，力挽漸染漢人習氣」，167如此才可守住旗人自己的根據地，進而

                                                                                                                                       
旨。 

165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250，頁 24b，道光十四年三月乙酉條。 

166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13，頁 2a-3a，嘉慶八年五月乙未條。 

167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35，頁 4b，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乙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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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其在中國的統治。 

3.雙城堡、伯都訥屯墾 

    清廷在執行東北封禁政策的同時，亦實施京旗回屯政策。京旗回屯

係指移駐北京的閒散旗人回到東北地區屯田，主要目的在於使那些依賴

朝廷供養的部分北京閒散旗人與土地結合，以減輕八旗人口對朝廷所造

成的沉重負擔，並藉此保持滿洲「國語騎射」的舊俗，穩固其「龍興之

地」。值得注意的是，封禁政策旨在保障東北地區的土地不會被民人佔

種，嚴禁該區旗人招募民人租種，使旗人獨享東北地利，從而為京旗回

屯提供便利的條件。168 

    京旗回屯政策於乾隆六年(1741)開始籌劃，並於次年付諸實施。期

間，乾隆皇帝曾派遣大學士查郎阿(jalangga)前往奉天一帶勘查地勢，最

終擇定讓北京的閒散旗人移居至東北的拉林和阿勒楚喀地區進行屯田。
169就乾隆朝京旗回屯的成效而論，儘管確有部分京旗子弟留在回屯地區，

                                                      
168
 李自然，〈試論乾隆朝東北禁邊與八旗生計之關係〉，頁 52-55。 

169
 乾隆七年(1742)，乾隆皇帝下令：「議政大臣裕親王廣祿等議覆、大學士查郎阿等奏。前往

寧古塔一帶相度，可墾之地甚多。惟拉林、阿勒楚喀，去船廠甚近，平疇沃壤，五穀皆宜。

請先移駐滿洲一千名，屯墾耕種，豫籌各事宜。一、揀選派往。查屯墾人丁，必須勤儉安

分之人，方為妥協。應令八旗滿洲都統等，於各佐領下，不論兵丁閑散，擇有妻室之單戶，

令其攜眷前往。一、定邊界，置莊屯。查該處週八百餘里，地方遼闊。今派往之人，不過

千戶，非駐防官兵可比。若不聯絡相通，亦於耕種不便。請給每戶屋三間，地三頃，按旗

分為八區。查丈應給地畝，立界報部。其住房即隨地畝分置建造，並設總統之副都統衙署，

於八旗適中之所，以資彈壓。一、籌畫積貯。查該處向無存儲米石，自不便雇船廠等處民

人，代為開荒。應於閑散餘丁及臺站壯丁內，酌量派往，給與開荒所需牛具籽種。將來滿

洲移駐時，即以此項撥給。一、設員管轄。查該處總統之副都統，已派出巴靈阿外，其村

莊分置處所，尤需稽察之人。請每旗設立屯莊二處，每莊內選授一人為鄉長，給七品頂帶，

令管理一莊。每旗內選授一人為虛銜驍騎校，給六品頂帶，令管理一旗二莊。其虛銜驍騎

校缺出，由鄉長內挑補，鄉長缺出，由閑散內挑補，并添給伊等地畝，以示優異。再該處

有原隸將軍統轄之協領一員，佐領、驍騎校各八員，兵五百名。今應就近歸副都統管轄，

仍屬將軍統轄。其派往之滿洲，即按旗分屬八佐領，作為各該佐領下人。惟該處原止設協

領一員，不特查察難周，且於體制不符，應再添一員，分冀管轄。以上各款，統令副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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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了自身及其後裔的生計問題；且此項政策亦導致移駐地區的快速發

展，使邊陲逐漸變為內地。170然而，此時參與回屯者畢竟是少數，故在

解決京旗生計問題上的成效不彰。此後幾年，亦較少有人重新提起此議。
171 

    直到嘉道年間(1796-1850)，清廷才再度實施京旗回屯。惟此次不再

以拉林和阿勒楚喀為屯墾中心，而改以雙城堡與伯都訥為主要屯田範圍。

探究統治者重開京旗回屯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八旗生計困頓的現

象日益嚴重，不僅普通旗人面臨生計問題，就連宗室亦是如此；而且，

旗人生計問題也不只出現在京師，亦擴及東北、熱河以及各省駐防地區。

此時，八旗所擁有的土地日漸喪失，人口卻逐年增加，「舊設甲額，現

已無可復增，各旗閑散人等，為額缺所限，不獲挑食名糧」。172然而，由

於民變不斷，加上河患頻仍，平亂與治河所費不貲，終導致國庫空虛，

在此情況下，清廷實無法給予八旗更多金錢上的補助，故只好另尋解決

之道。對此時的統治者來說，「因地利以裕兵食，乃萬年之長策」，173所

以下令京旗回屯。其二，八旗生計受到流民嚴重威脅。康熙朝中期以後，

關內人口激增，土地逐漸不敷使用。然而，此時的東北地區，尤其是柳

條邊以北地方卻仍有大片尚未開墾的肥沃土地；且由於「採薓山場日漸

移遠」的緣故，「其閒空曠之地，不下千有餘里，悉屬膏腴之壤」，174在

在吸引漢族民人前往開墾。至嘉慶十七年(1812)前後，由於關內災情嚴

                                                                                                                                       
巴靈阿等，會同將軍鄂爾達，詳籌辦理。從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66，

頁 9b-11a，乾隆七年五月上乙丑條。) 
170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思想述論〉，《江南社會學院學報》，8：4(蘇州，2006)，頁 65-67；

魏影、王小紅，〈乾隆朝京旗回屯述略〉，《歷史檔案》，第 1期(北京，2007)，頁 81-86；

魏影，〈略論清代京旗回屯的失敗〉，《北方文物》，第 1期(哈爾濱，2008)，頁 83-86。 
171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65。 

172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56，頁 2b，嘉慶十七年四月甲辰條。 

173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12，頁 7b，道光元年正月戊午條。 

174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56，頁 2b，嘉慶十七年四月甲辰條。 



．100． 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1780-1911) 

 

重，出關流民更是絡繹不絕。僅管清廷曾嚴令將飢民概行驅逐，但轉瞬

間，流民又散而復聚，愈集愈眾。關外物價亦因此日益高漲，致使東北

旗人的生計愈加困厄。對滿洲統治者而言，既然無法完全禁止流民出關，

便只好派京旗重新佔據這片膏腴良壤，以維持八旗在東北的統治。175 

    不過，關外土地遼闊，對嘉慶皇帝來說，又該選擇哪裡作為京旗屯

田之地呢？時任吉林將軍的富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地點。嘉慶二十年

(1815)四月，富俊認為先前所勘的荒地，雖然土壤肥沃，但地勢低漥，

故再次率隊前往東北地區勘查。勘查結果，他發現阿勒楚喀、拉林之西

北八十里的雙城子一帶，東西約一百三十餘里，南北約七十餘里，「土

地平坦，洵屬沃衍」，可供移駐京城閒散旗人二三千戶之用。176富俊遂建

議在此地設立村屯，並將其命名為「雙城堡」。177 

    值得注意的是，富俊在預議試墾章程時，有鑑於乾隆朝「移駐京旗

蘇拉，蓋房、墾地均藉吉林各城兵力趕辦，其地但墾而不種，雖酌留數

人教耕，一年裁撤，新移京旗蘇拉往往不能耕作，始而雇覓流民代為力

田，久之多為民有」的教訓，178決定先以當地屯丁進行屯墾，待十年後，

再移駐京旗蘇拉。他上奏朝廷： 

    先於吉林所屬無業閒散旗人內，令各旗共揀丁一千名，出結保送，

作為屯丁。每丁由備用項下給銀二十五兩，官為置買牛具，自行搭

蓋窩棚。由阿勒楚喀公倉內賞給籽種榖二石，每年給補倒斃牛價銀

一千三百三十六兩，於前勘定拉林東南夾信溝地方，每名撥給荒地

三十晌墾種，二十晌留荒，十晌試種。三年後，每晌交榖糧一石，

                                                      
175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67。 

17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文獻編號 404018523，〈奏報將雙城子官荒地

圖暨分撥八旗屯丁試墾地圖貼說恭呈御覽緣由〉，嘉慶二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177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69。 

17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文獻編號 404016878，〈奏為遵旨預議試墾章

程以備京旗閑散移駐種地奏請聖鑒事〉，嘉慶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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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自第四年起交糧貯倉。十餘年後，移駐京旗蘇拉時，將熟地分給

京旗人十五晌，荒五晌。所餘熟地五晌，荒五餉，即給原種之屯丁

作為恒產，免其交糧，亦不補給倒斃牛價。179 

「蘇拉」為滿語「sula」的音譯，漢譯為「閒散」，180意指無法補上兵缺，

未披甲當差的旗人。為了改善在京閒散旗人的生計問題，朝廷可說是殫

精竭慮地苦思解決之策。如照富俊所奏，則待京旗蘇拉移駐到雙城堡地

方時，即可耕種熟地，並與當地旗屯雜處，有利於京旗閒散學習耕作，

對其生計頗有助益。從另一方面來看，此舉所耗國家帑項較少，在不過

於耗費國庫的情況下，吉林窮苦旗丁的生計問題亦可獲得些許改善，實

可謂一舉兩得。 

    在東北旗丁墾荒的基礎上，滿洲統治者於道光元年正月正式下令將

京旗閒散移駐東北，諭旨略謂： 

    茲據奏，其地可移駐在京旗人三千戶。酌議自道光四年為始，每年

移駐二百戶，分為四起送屯。該處豫於道光二年伐木築室，按戶給

與房間、地畝、牛具、盤費等項，逮及纖悉，並移駐後添設官兵。……

八旗滿洲蒙古都統副都統等，各曉諭所屬旗人，使知遷移之樂。願

移駐者各報名本旗，屆期資送，授產力田，以厚生理。不得以桀驁

不馴之人充數，致擾淳風。各該旗仍將報名之戶，咨報戶部，每屆

年終，先行具奏一次。181 

至於房間、地畝、牛具以及盤費等項的具體數目，富俊曾於嘉慶二十三

年上呈〈移駐京旗蘇拉每戶應給房地器具清單〉。惟這筆清單在《吉林

                                                      
17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文獻編號 404016878，〈奏為遵旨預議試墾章

程以備京旗閑散移駐種地奏請聖鑒事〉，嘉慶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180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533。 

181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12，頁 8a-8b，道光元年正月戊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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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吉林外紀》等書中均未記載，目前僅見《雙城堡屯田紀略》有

收載，茲抄錄如下： 

    每戶給草房四間，每間進深二丈二尺，周圍土院墻長二十丈，寬十

丈。熟地十五垧，荒地五晌，計兩頃各隨原種地戶旗人一名，初到

或自耕種，或與伙種聽便。耕牛二條、梨杖一付、鏵子一條、梨碗

子一個、千斤一副、懷爬信子一個、鐵鋤一把、鐮刀一把、鐝頭一

把、鐵斧一把、石磙子二人一個、鐵鍬一把、磨四人一盤、碾子四

人一盤、木輪車一輛(繩套全)、鍘刀一把、大鋸一把、口袋二條、

鐵鍋大小兩口、大缸一口、盆子一套、磁碗四個、磁盤二個、黑豆

二石、草五百束、小米二石、炕席三領、水桶一副(扁担全)、木鍁

一把、水瓢一百束、木勺一把、鐵勺一把、笊篱一把、鐵火筷一把、

竹筷一把、笤帚一把、簸箕一個、油燈一盞、木柜一個、條桌一張、

几凳二個、食鹽十斤、酥油十斤、餵牛木槽一個。計以上共合銀四

十二兩，仍剩銀八兩，交給本人備用。此外，皇上賞治裝、盤費銀

三十兩，各本旗篤念桑梓，由各項兵丁名下公幫每名銀二十兩，俾

路費從容，仍禁私債勒扣。182 

由此可看出清廷對移旗屯田考慮之周詳，計畫之縝密。然而，令統治者

失望的是，道光元年情願移駐雙城堡屯墾者僅二十八戶，為此，清廷不

得不再次行文各旗：「如有續願移駐者，隨時造冊咨部，俟道光二年終

再行匯奏。」183不過，直到道光三年十二月為止，願意前往者仍僅五十

三戶，184並未達到「每年移駐二百戶，分為四起送屯」的預期目標。一

直要到道光六年(1826)，移駐京旗人數才有顯著增加。該年移駐人數增

                                                      
182
 [清]王履泰編，《雙城堡屯田紀略》(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卷 2，〈奏略〉，

頁 25。 
183
 [清]王履泰編，《雙城堡屯田紀略》，卷 2，〈奏略〉，頁 50。 

184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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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百四十八戶，分四批從京城出發，其中，第一批京旗一共四十戶；

第二批共三十戶，於正月二十三日自北京起程，二月初一日護送出關；

第三批共四十二戶，於正月二十五日自京起程；第四批則共有三十二戶，

於正月二十七日自京城出發。然而，由於移駐過程中，發生許多臨行時

不肯上車、逃避以及病故等情況，故該年實到戶數僅為一百四十二戶。

正因這次移駐戶數增加，與「每年移駐二百戶」的預期目標相距不遠，

使統治者信心大增，故決定嗣後不必拘定二百人之人數，而按實際報名

人數移駐即可。185 

    但自道光七年起，遷移人數又開始減少，僅剩九十戶，道光八年甚

至只有二十七戶願意移駐。因此，迫於現實考量，統治者不得不於道光

九年將原定之三千戶的目標改為一千戶。186此後，前往雙城堡屯墾的在

京八旗更屬寥寥，至道光十八年(1838)為止，雙城堡共僅移駐京旗六百

九十八戶，187距離一千戶的目標仍有相當一段的距離。 

    除了雙城堡外，伯都訥也是清中期以後京旗回屯的屯墾地之一。伯

都訥地處松花江與拉林河之間，土地平衍肥沃，向來被稱為水陸輻輳、

富甲全省之地。富俊很早便已注意到這塊「四處平川，約有一百數十里，

並無山樹牲畜」之地，188他親自勘查過後發現此處「實可墾地二十餘萬

垧」，「每年可益數十萬人之食」。189然而，此時清廷財政困難，已無多餘

經費來辦理此事，故決定暫緩此議。不過，富俊認為伯都訥「不獨為移

駐京旗，天地自然之利，荒棄可惜」，所以極力主張開墾此處。他前後

上疏朝廷六、七次，均為清廷駁回，但他仍不灰心，繼續上奏，最後終

                                                      
185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75。 

186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153，頁 13a，道光九年三月上癸卯條。 

187
 刁書仁，《東北旗地研究》(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 211。 

188
 [清]王履泰編，《雙城堡屯田紀略》，卷 2，〈奏略〉，頁 26。 

189
 [清]王履泰編，《雙城堡屯田紀略》，卷 2，〈奏略〉，頁 51。 



．104． 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1780-1911) 

 

獲朝廷批准。190 

    與雙城堡屯田相較之下，伯都訥屯墾最大的不同在於採取「招民墾

荒」的辦法。所謂「招民墾荒」係指在八旗尚未移駐屯田地之前，朝廷

便先有計畫地招募民人代替移駐旗人墾種土地，待旗人移駐該屯田地時，

再將已墾熟之地交與旗人耕作，以減輕八旗子弟的負擔。191道光四年，

統治者計畫墾地二十萬垧，招佃民人承領墾種，遂頒布上諭： 

    伯都訥空閒圍場，約計二十餘萬晌，荒蕪既久，地甚肥饒。……自

應及時籌辦，俾旗人生計益裕。吉林、伯都訥、阿勒楚喀等處，現

在納丁納糧民戶，生齒日繁，均願認荒開墾，無須另招流民。該將

軍即出示招墾，並派員丈地分屯，申畫經界，以道光五年為始，令

其承種。所有認墾牛具、耔種、農器，著照所議，令其自備。每人

准領地三十大晌，其互保章程、升科年限、租錢數目，均著照所議

行。俟移駐京旗閒散到日，交京旗地二十晌，其餘十晌，作為己產，

按數納租，仍明白宣示認領之人，並畫給地畝，統於發給執照內註

明。至認墾之初，鑿井蓋房，著照雙城堡章程，按丁按屯，給與銀

兩，准於雙城堡中屯升科穀價，暨備用項下支領。屆起租之年，仍

先行歸款，所徵小租錢文，即作為各項弁兵書役工食紙張之用。其

有附近旗丁認墾者，俟移駐京旗交地二十晌，餘十晌作為己業，免

其納租，餘俱照民人一律辦理。192 

由這則上諭可知，清廷於京旗移墾伯都訥之前，先行在該地招佃民人承

領墾種，待京旗抵達之後，再將部分已墾熟之地交予其耕種。而且，除

了招募民人之外，清廷亦招募附近旗丁前往開墾。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190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77。 

191
 招民墾荒與徵招當地旗丁墾荒的差別為何，詳見第四章第二節「移旗屯田政策的推行」。 

192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75，頁 34a-35a，道光四年十一月甲寅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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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京旗之前先行前往開荒，但終究有所不同。儘管在開墾過程中，

牛具、耔種以及農器均需自備，而鑿井蓋房則皆由朝廷從雙城堡中屯升

科穀價暨備用項下，撥款支給銀兩；但日後所得之土地，民丁需按數納

租，旗丁則免於納租。顯示儘管東北當地旗丁在統治者心中的地位雖不

及在京八旗，但這些旗丁畢竟仍是旗人，故亦在滿州統治者特別照顧之

列。 

    就實際開墾情況來看，道光五年，即認佃一千一百二十七戶，分撥

四十三屯；翌年，又認佃九百一十七戶，分撥三十一屯；第三年則認佃

一千五百五十六戶，分撥四十六屯。193三年共計認佃總數達三千六百戶，

共分一百二十屯，如按上諭所謂「每人准領地三十晌」來計算，則屯墾

面積至少達十萬零八垧(晌)。短短三年，墾種面積即可達目標之一半以

上，顯示響應開墾之踴躍。關於這部分，魏影在其所著《清代京旗回屯

問題研究》一書中曾說：「由此可見漢族民人是如何歡呼雀躍地響應招

墾。」194魏氏所述有一問題，按道光四年所頒布的上諭來看，儘管招墾

的主要對象為民人，但「其有附近旗丁認墾者，俟移駐京旗交地二十垧，

餘十晌作為己業，免其納租」一句可知，清廷亦招募附近旗丁前往開墾。

如此一來，伯都訥墾荒三年，開墾面積即達目標之一半以上是否就可以

說是漢族民人歡呼雀躍地響應招墾，或許仍可再三斟酌。然而，雖然開

荒踴躍，但較為可惜的是，直到清末，未有一戶京旗移駐伯都訥。無奈

之下，滿洲統治者只好將伯都訥一百二十屯給予佃民永為恒產，致使這

些原打算給京旗的十多萬垧國有土地，終究成為民人的私產。195 

    雙城堡、伯都訥屯墾雖係延續乾隆朝以來的辦法，但在屯墾的動機、

                                                      
193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卷 8，〈田賦考八．八旗田

制〉，頁 7566。 
194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79。 

195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80。 



．106． 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1780-1911) 

 

範圍與作法上卻與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先就屯墾動機來說，滿洲統治者

下令京旗回屯雙城堡、伯都訥的原因，除了八旗生計困頓的現象日益嚴

重之外，亦與當地八旗生計受到流民嚴重的威脅有關。可見，嘉道年間

的京旗回屯實含有迫於形勢所逼，不得已而為之的成分。此與乾隆朝那

種為京旗謀長遠之計，防患於未然的出發點相比，相去甚遠。再就屯墾

範圍來看，乾隆年間京旗回屯的範圍主要在東北的拉林和阿勒楚喀地區，

嘉道年間則移到雙城堡、伯都訥地方，顯示屯田範圍有愈來愈往西移動

的趨勢。(詳見圖 2-3-1)另外，就作法上而論，清廷在辦理雙城堡屯田時，

有鑒於之前拉林和阿勒楚喀屯田旗人多雇流民，導致旗地多為民有的教

訓，故在正式移駐京旗之前，先行招募旗丁進行屯墾，如此一來，待京

旗移駐之後，即可墾種熟地。爾後，在開墾伯都訥時，更採取「招民墾

荒」的辦法，不但可節省國庫開銷，亦可增加八旗屯田的效率。 

 

圖 2-3- 1 清代東北移旗屯田圖 

(資料來源：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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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遷移宗室回駐盛京 

    八旗生計問題不僅出現在一般旗人社會中，貴為天煌貴冑的宗室亦

出現生計困阨的現象。早在嘉慶八年，滿洲統治者便已注意到眾多宗室

因無房屋居住而浮居各處的問題。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二：其

一，宗室人口生齒日繁，生計不能充裕；其二，宗室人等不知節儉，任

意奢靡，變賣房屋，以致無棲身之所。為此，嘉慶皇帝命管理宗人府諸

王會同八旗滿洲都統，查明實無能力之宗室覺羅，或擇地另建房屋給其

居住；或酌量歸入八旗城外營房通融居住。196然而，這種作法只能說是

一種權宜之計，對統治者而言，永久之計則為將宗室遷回盛京居住。 

    不過，嘉慶皇帝一開始並不同意將宗室移駐盛京，其理由有三：第

一，宗室移駐盛京之一切車輛房屋與資裝器具，所費不貲，但國家帑項

有常，豈能於經制之外，再添花費？第二，宗室等現居京城，在宗人府

王公與各族長分管的情形下，尚無法恪遵化導；若移居盛京，則只有盛

京將軍一人管束，又怎麼能期待宗室安分守法？第三，如將盛京各城旗

民領種之餘租官地分撥一半，以為宗室養贍之田。然該處地畝旗民領種

有年，安業已久，若驟行分撥，則宗室雖有恆產，但旗民即有一半失業

之人，如何能確保這些人不會滋生事端？197然而，不久之後，當嘉慶皇

帝讀到乾隆皇帝所寫的〈盛京賦〉時，由感而發的說道：「惇本睦族之

道，莫若移居故土，習我舊俗，返樸還淳，去奢從儉。」198因此，著手

                                                      
196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13，頁 3a-3b，嘉慶八年五月乙未條。 

19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605，嘉慶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內閣

奉上諭。 
198
 清仁宗，《清仁宗御製文二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卷 2，〈訓移居盛京諸宗室〉，

頁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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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將宗室移駐盛京的計畫。 

    然而，為何選擇盛京聚族而居，而不散居各屯呢？因為統治者認為

盛京為滿洲根本之地，風俗淳樸，故遷移宗室前往觀摩善俗，希冀他們

可藉此「歸依根本之地，漸返淳樸之風」。199再者，「聚族而居，相觀而

善」，有宗室官員就近駐劄，隨時彈壓，則可收「潛移默化之功」，「必

可收效於歲月」。200因此，嘉慶皇帝下令相關大臣查明宗室內應行移往的

人數，準備展開遷移宗室回駐盛京的行動。嘉慶十七年七月，管理宗人

府王貝勒查奏，應行移往者共有五十五戶，每戶人丁多者不過八口。嘉

慶皇帝下令盛京將軍計數建蓋房間，「即寬為預備至六七十所亦無不可」，

並仿照在京八旗、健銳等營房規制，「比戶鱗次，繚以垣墻」，且安設總

門以稽查出入。201至於建房所需銀兩，據伊犁將軍松筠(sungyūn)等人估

計，共需工料銀四萬數千兩，嘉慶皇帝允准從參餘項下撥動支出。202 

    朝廷準備遷移宗室回駐盛京的消息一傳開，即遭到宗室們強烈反對，

甚至有人把它比作罪犯充軍流放，唱為「發遣」。為此，嘉慶皇帝撰寫

〈訓移居盛京諸宗室〉，詳盡闡明遷移宗室的宗旨，並反駁所謂「發遣」

的流言蜚語，訓諭略謂： 

    夫犯罪之人，徒流軍遣，律有明條，必申明所犯何罪，所配何省，

從未有發遣至本省之軍犯。……內地則發往新疆，新疆則發往煙瘴，

遠離故土，投諸四裔。……我大清百有七十餘年之律例，天下皆知，

宗室轉不知耶？今以衣錦還鄉之樂事，轉謂斥放遷徙之虐政，稍有

                                                      
19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96，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奉旨。 

20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93，嘉慶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奉上

諭。 
20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59，嘉慶十七年七月初八日，奉上

諭。 
20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41，嘉慶十七年九月初五日，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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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者，何忍出此言哉？試問犯罪發遣之人，豈有有受此重賞者乎？

不辨自明矣。203 

爾後，當盛京將軍和寧(hening)奏請朝廷賞給犯罪發遣至盛京的恩福等

八人房屋、錢糧以及地租時，嘉慶皇帝便藉此機會再次強調移居宗室與

發遣的不同。他說： 

    現擬移往盛京之宗室各戶，事同移徙駐防，並非有罪發遣。若如和

寧所奏，先將犯事發往之恩福等賞給房屋地租，則此後貲遣之各閒

散宗室所有賞給房屋地畝，均不以為恩，竟與獲罪發遣之人毫無區

別，殊乖政體。204 

然而，儘管許多宗室不願前往盛京，但亦有宗室麟鑑極欲移住盛京，唯

恐宗人府不選派他去，便故意將官廳鎗架扳倒，企圖以此獲罪遣往。為

此，統治者再次說明挑選原則為「擇其食指眾多，家計艱窘者先行派往」，

而非「專派素不安分，滋事獲咎者押往安插」。並責備麟鑑的行為實屬

「糊塗膽大」，下令將其在京圈禁，不准發往盛京，其全家子弟也永遠

不准挑往。205 

    同年九月初五日，松筠等奏在小東門外東北里所建之營房七十所，

除供五十五戶宗室居住外，尚餘住房十五所。嘉慶皇帝認為如果讓這十

五所住房日久空閒，勢必致使其日趨腐朽，與其如此，不如再增派宗室

十五戶，共成七十戶，一同派往，遂下令綿課等人公同酌擬。206隨後，

                                                      
203
 [清]清仁宗，《清仁宗御製文二集》，卷 2，〈訓移居盛京諸宗室〉，頁 16b-17a。 

20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44-245，嘉慶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奉上諭。 
20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24-325，嘉慶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內閣奉上諭。 
20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40，嘉慶十七年九月初五日，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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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便於嘉慶十八年開始遷移宗室，這次的遷移是歷次遷移中規模最

大、人數最多的一次。此次移居盛京的宗室七十戶，共計二百七十五口，

加上男女僕從一百六十人，總計四百三十五人，分別於九月初六、十一、

十六等日啟程，分為三起陸續前往盛京。207 

    值得注意的是，滿洲統治者對這批遷移盛京宗室的照顧可說是無微

不至。首先，於盛京小東門外擇地建房，舉凡官房、住房公所、學房、

關帝廟、戍樓，一應俱全，總計八十區，「周以垣墉，聚族而居」。208其

次，統治者亦給予遷移宗室地畝，每戶撥給徵租地三百六十畝，如此則

每戶宗室每年可各得租銀二十一兩；且於行前備置行裝，起程後逐日發

給盤費，上自宗室，下及僕役，共用帑項一萬一千兩有奇。209再次，統

治者考慮到遷移路途有五百里之遙，恐宗室力有不逮，特派直隸總督溫

承惠遴選合適之人，護送這些宗室至盛京。並要求沿途所經之地的地方

官尋覓房間，且下令移居宗室所居住的客房及飲食，皆不可與來往商民

雜處，以免滋生事端。210除此之外，統治者還會視情況賞給米石。例如，

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嘉慶皇帝前赴陪都盛京巡察，他考慮到「市值加增，

恐食指稍多之戶所得餉租，尚不敷養贍」，所以下令移駐盛京宗室中，

月食餉銀三兩之戶，每戶賞給米二十二倉石，其經費來自於盛京戶部內

倉額徵粟米項下，按春、秋兩季照數給領。211由此可以看出統治者對八

                                                                                                                                       
諭。 

20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79-180，嘉慶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奉旨。 
208
 [清]清仁宗，《清仁宗御製文二集》，卷 2，〈訓移居盛京諸宗室〉，頁 13b。 

209
 [清]清仁宗，《清仁宗御製文二集》，卷 2，〈訓移居盛京諸宗室〉，頁 15a；中國第一歷

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79，嘉慶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奉旨。 
2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79，嘉慶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奉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73，嘉慶十八年八月初十日，內閣

奉上諭。 
2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85，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內

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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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極為呵護與照顧，然而，較為可惜的是，自此之後，便無較具規模的

遷移宗室回駐盛京。 

5.改軍屯公耕為分產承耕 

    為了妥善解決邊疆駐防閒散旗丁問題，以裕旗人生計，嘉、道兩朝

曾一改伊犁地區原有之軍屯公耕的辦法，積極推行分產承耕。按清制，

伊犁駐防八旗可分為錫伯、索倫、達乎爾、察哈爾以及厄魯特等部，他

們基本上仍維持固有的生產傳統，均只領取半俸半餉。其中，錫伯營官

兵在伊犁河南駐牧，屯種自食；索倫官兵在奎屯、薩瑪爾地方游牧，種

地自食；達乎爾官兵在霍爾果斯科河一帶蓋屋居住，種地自食；察哈爾

官兵在博羅塔拉、哈布塔海、賽里木淖爾一帶游牧，種地自食，並分司

官馬牛羊牧場；至於厄魯特，其中的上三旗官兵在特克斯察林塔瑪哈一

帶游牧，種地自食，下五旗則在霍諾海、崆吉斯、哈什一帶游牧，種地

自食，並分司官馬牛羊牧場。212 

    清廷對於這些尚未脫離生產，尚未完全依賴國家養贍的邊疆駐防旗

人非常重視，百般設法讓他們維持原有的生產方式，保障其生計。嘉慶

九年(1804)十二月，松筠鑒於該地駐防滿洲兵丁生齒日繁，「猶恐滿洲兵

丁公同夥種，久而生懈」，故陳請仿照錫伯營屯種之例，酌定按名分給

八旗滿洲田畝，各令自行耕種，永為世產。不過，統治者對此項提議仍

存有疑義，故要求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保寧(booning)議奏。213保寧等議

奏之後，認為松筠所提辦法係為旗人生計起見，自屬可行，本應如所奏

辦理。不過，他們也顧及： 

    新疆重地，滿洲官兵較他處駐防尤為緊要，必須時刻操演，兼有各

                                                      
212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 202。 

2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73，嘉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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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差使，勢難概令從事耰鋤。且兩城官兵六千餘名，必得早晚聚集，

方成勁旅，更不便以力田之故，令其散處四鄉。此項屯田斷無令八

旗官兵親身耕種之理，即精壯餘丁亦應留為揀補額兵之用。214 

儘管松筠於嘉慶七年(1802)的奏摺中也曾顧慮到上述問題，曾經提出「於

革退之前鋒、馬甲、閒散人等以及身材軟弱，未及得餉之少年，令其耕

種地畝」的辦法。而且，他在嘉慶九年奏摺內所稱「協領、佐領、防禦

以下等官，以及前鋒、領催、馬甲，有情願令其閒散親屬子弟分地耕作

者，請一體撥給地畝」等語，亦非令八旗官兵親自耕種。不過，保寧等

人也針對松筠的奏摺提出兩點疑義：其一，既然非令官兵親自耕種，但

摺內又稱「通盤籌畫，惠遠城官兵需地八萬畝，惠寧城官兵需地四萬畝，

兼請免裁汰口糧。」這裡似乎又概指官兵而言，保寧等大臣認為松筠所

述不夠清晰。其二，究竟應該給地幾畝？是否一律均派？抑或視該兵丁

家中力作人數分別多寡？他們覺得這些問題仍需松筠再行詳悉具奏。基

於這些考量，保寧等人建議等到明年春天，待松筠於分田督種等事一律

辦妥之後，再准其據實奏聞。215嘉慶皇帝亦認為此項田畝分給八旗官兵

之後，只可令其轉交閒散餘丁代為耕種，八旗官兵不可親自耕種，以免

妨礙操練，轉致技藝生疏。而且，閒散餘丁中的老弱殘病又不能耕作，

勢必仍需壯丁協助，如此一來，「強健者一概驅之南畮，自不能專心練

習武藝」，且即使充數入伍，「亦難資得力」，「殊非慎重邊陲之道」。故

要求松筠妥善辦理，務使旗人有田可耕，同時於防守事宜亦無所窒礙。
216 

    至嘉慶十七年，伊犁將軍晉昌(jincang)再次奏請朝廷酌定新疆屯田

事宜，嘉慶皇帝諭示： 

                                                      
2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76，嘉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 

2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76，嘉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 

2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73，嘉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 



第二章  承平時期旗務政策的轉向(1780—1839) ．113． 

 
 

    該處從前八旗公種之田，若仍令其通力合作，伊等視公產不如私業，

勤惰不齊，不足以專責成。自應將此項田二萬餘畝，分給八旗，俾

各專心耕種，永資樂利。其原奏所稱如有人力不敷，准其佃人耕種，

計畝收租一節，日久恐滋流弊。應如慶桂等所議，責令八旗閒散餘

丁自行耕種，既敷養贍，又免游惰，於駐防旗人教養之道，大有裨

益。217 

由此可知，統治者之所以按名分給八旗田畝，各令自行耕種，永為世產，

其目的除了解決旗人生計問題之外，亦是為了把八旗的「教」與「養」

相互結合，以扭轉八旗社會世風日下的狀況，重拾傳統淳樸之風。 

6.要求八旗子弟重返傳統淳樸之風尚 

    旗人在關內居住既久，酗酒、唱戲、賭博、鬥雞、鬥蟋蟀等習性愈

積愈深，218，日就奢靡，毫無節制，時常出現入不敷出，生計窘困的情

況。對統治者而言，使八旗子弟返樸還淳，以扭轉每況愈下的旗風，實

為當務之急；然而，究竟該從何處著手，則為滿洲皇帝所面臨的一大難

題與考驗。清初以來的滿洲統治者，常致力於八旗風俗的教化。219至嘉

慶年間，八旗之中酒賭風氣興盛，京城護軍營兵丁，不知演習技藝，往

往於市街上閒遊，飲酒賭博，「漸入下流者有之」。220嘉慶皇帝曾頒布〈訓

諭八旗簡明語〉以表達對八旗聚賭的痛恨，這則訓諭開門見山便指出：

「最可恨者，無如聚賭蓋開局之惡棍。」隨後點出好賭的五大弊端：第

一，食祿於朝，罔知節儉，忘希恩澤，終至困窮。第二，上不能供父母

之甘旨，下不能顧妻子之飢寒。第三，學文習武，俱缺資本，終為無用

                                                      
217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54，頁 23b-24a，嘉慶十七年二月丙寅條。 

218
 詳見葉高樹，〈習染既深，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頁 264-273。 

219
 詳見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頁 110-117。 

220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27，頁 28a，嘉慶九年三月戊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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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第四，一入賭局，有敗無勝，典賣之物既窮，偷竊之心頓起。第

五，偶為鼠竊，未犯王章，膽益放恣，卒至身名皆喪。訓諭末了，嘉慶

皇帝沉痛呼籲都統、副都統： 

    何忍視國家有用之子弟，半為無用匪徒，不為朕加意訓導耶？諸臣

中能盡一分心力，國家受一分之福。八旗子弟觀朕此旨，能翻然改

悔……皆復舊習成佳士，誠國家之大福也。若諸臣中無一人盡心盡

力，八旗子弟無一人翻然改悔，是國家之大不幸。221 

苦口婆心的訓諭固然重要，但若不輔以必要的懲治措施，再多的訓斥恐

怕也無法收到實效。因此，嘉慶皇帝對於旗人的聚賭事件，通常採取嚴

加取締的辦法。 

    嘉慶十六年六月，韓鼎晉奏稱關東三省旗人賭風賭風甚熾，為此，

嘉慶皇帝召見曾任盛京侍郎的榮麟(žunglin)詢以此事。榮麟聲稱盛京地

方聚賭者頗多，且協領、佐領等旗員亦開局賭博，惟屢經前任將軍富俊

認真緝拿查辦，尚不能根株淨盡。嘉慶皇帝認為盛京為陪都重地，風俗

素稱淳樸，「豈容棍徒誘賭，致旗民子弟紛紛效尤，轉荒本業」，故主張

「非嚴拏重懲不能除莠安良」，因此下令嚴加緝拿盛京聚賭匪徒。222滿洲

的發源地盛京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地區了。同年，光是京城一地，即

陸續查獲十六起旗人賭博案件，可見問題的嚴重性。而且，相關涉案旗

人，皆遭朝廷下令降革懲處，且所有聚賭的房屋棚座，亦全部沒收入官，
223由此也可看出統治者嚴禁賭博的決心。 

    除了禁止旗人聚賭之外，滿洲統治者認為力誡奢華逸樂亦是使八旗

返樸還淳的關鍵，尤其嚴禁在北京城內開設戲園。清初以來，北京城內

                                                      
221
 [清]清仁宗，《清仁宗御製文二集》，卷 2，〈訓諭八旗簡明語〉，頁 9b-11b。 

222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45，頁 5a-5b，嘉慶十六年六月下乙丑條。 

223
 關文發，《清帝列傳．嘉慶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 174。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4:1404093892:6:SF202033383220554E474C494E@@45332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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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館日多。惟在京城九門以內開設戲園，八旗子弟遂徵逐歌場。如此一

來，除了旗俗日益流於浮蕩，以及主管官員可藉端訛索，舞弊肥囊之外，

旗人亦多「消耗囊橐」，生計日見拮据。為了改善這種情況，嘉慶皇帝

於嘉慶四年四月下令除城外戲園將來仍准照舊開設之外，城內戲園一概

永遠禁止開設。224 

7.賞給一月錢糧 

    這項舉措為延續清初而來，此項經費主要來自於直隸解到的旗租，

如旗租逾期未解京師，朝廷仍會先將戶部所貯錢文先行撥給八旗，待直

隸旗租解到時，再歸款戶部。225就發放時機來看，朝廷大多在十一、十

二月這種寒冬時節，八旗生計維艱時發放一月錢糧。有時，如遇「雨水

過多，米糧較貴」的情況，統治者亦會賞給八旗一月米糧，以示體恤。
226再者，朝廷也曾在平定動亂之初賞給八旗兵丁一月錢糧。舉例而言，

嘉慶八年正月，嘉慶皇帝在成功蕩平川陝楚教亂之時，即因「今功成耆

定，庫帑亦充，宜特沛恩施，俾霑惠愷」的緣故，賞給所有八旗兵丁一

月錢糧。227惟此項經費並非來自直隸解到的旗租，而是從廣儲司庫與部

庫內動支。22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統治者還會視當時的銀錢比價來決

定究竟是賞給旗兵銀兩或銅錢。嘉慶四年六月，嘉慶皇帝即因其時「錢

                                                      
22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08，嘉慶四年四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 
2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32，嘉慶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內閣

奉上諭。 
2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62，嘉慶六年七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19，嘉慶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內閣奉上諭。 
2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嘉慶八年正月初二日，內閣奉上

諭。 
2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嘉慶八年正月初四日，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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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較貴，若賞給銀兩，易錢未免虧折」，且「戶部局錢尚屬充裕」的緣

故，下令按照每銀一兩折給制錢一千文的比價發放銅錢。如此一來，與

市價相較之下，八旗兵丁「更可多得錢文，於生計更為有益」，且「銀

價亦可平減」。229有此可見，朝廷發放八旗兵丁的一月錢糧時，會特別注

意當時的銀錢比價，以避免旗人吃虧，照顧十分周延。230 

8.賑災 

    滿洲統治者向來非常重視各地的賑災，若遇旗人遇災，自然是倍加

關注，其辦法大致有四：第一，修繕八旗兵丁因災損毀的房屋。嘉慶二

年(1797)七月，獨石口地方發生嚴重水災，231大水沖垮八旗兵房一百零

一間。為使八旗兵丁「得安棲止」，嘉慶皇帝遂下令博輿前往查勘，照

例興修，或酌量移建。232第二，延長旗兵每月應扣庫銀。嘉慶六年六月

                                                      
2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27，嘉慶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內閣

奉上諭。 
230
 清廷如此顧慮八旗權益的情況也出現在八旗兵丁甲米的搭放上。嘉慶六年(1801)十月，倉

場侍郎奏請朝廷將該年支放甲米與官員俸米俱搭放黑豆。對此，嘉慶皇帝准奏，但他考慮

到當時黑豆價值較各項米價為賤，而八旗兵丁又全賴甲米以資口食；此時若搭放黑豆，「兵

丁等以之轉售得價較賤」，於八旗兵丁甚屬無益。統治者因而下令旗兵甲米仍照舊支給，不

必搭放黑豆，照顧八旗之心，溢於言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10，嘉慶六年十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又嘉慶八年(1803)，河南及其附近省份秋收稍歉，致

使糧價較以往昂貴。而該省滿營官兵所領月餉多為折色，嘉慶皇帝憂心如此一來，八旗官

兵恐會「不敷買食」，故下令自嘉慶九年(1804)起，發放駐防官兵三個月米石，以示體恤。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03，嘉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內閣

奉上諭。) 
231
 獨石口位於河北赤城縣北邊，是明長城宣府鎮上的一座重要關口，有「上穀之咽喉，

京師之右臂」之稱，因關口處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孤石，因此而得名。 
23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95-196，嘉慶二年七月初四日，奉

上諭。另外，即便未遇天災，當滿營兵房有所塌毀時，朝廷亦會借款給旗人修繕營房。舉

例而言，嘉慶七年(1802)九月，馬慧裕因河南滿營兵房年久傾圯，奏請朝廷借款修繕。按

估計，在當時，修繕河南滿營傾毀營房需銀二萬六千六百餘兩，統治者顧慮到八旗兵丁所

得錢糧需養贍家口，如全令該兵丁自行出錢修辦，未免力有不支。故下令從司庫現存惠濟

河歲修銀內動撥，賞借八旗兵丁一年錢糧，共計銀一萬九千九百二十兩，分作八年扣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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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陰雨連綿，為照顧八旗生計起見，統治者便下令將八旗兵丁每月應

扣庫銀展限兩個月。233第三，賞給一月兵米、錢糧。嘉慶六年六月，中

國各地水災頻仍，災害不斷亦導致物價昂貴。為此，嘉慶皇帝除了下令

延長旗兵每月應扣庫銀之外，還普賞八旗子弟一月兵米，並將每年年終

所賞八旗之一月錢糧提前於九月先行發放。儘管此時直隸旗租尚未解到

京城，但統治者仍下令先由戶部銀庫內照數支出，待旗租解到後，再歸

款戶部。234第四，賞借錢糧。除賞給一月兵米之外，滿洲統治者亦會在

發生水災時，賞借八旗官兵錢糧，235其經費主要來自於部庫與直隸藩庫，

並分作兩年按季按月從旗人薪餉中扣還。舉例來說，嘉慶六年六月，貝

勒永鋆(yongyun)等人上奏朝廷自該年五月三十日以來，大雨如注，許多

西陵八旗以及內務府旗人的營房皆出現滲漏的情形，牆垣亦出現坍塌的

情況。236嘉慶皇帝憂心該處八旗官兵在大水之後，「當差用度未免竭蹙」，

遂下令賞借八旗官員兵丁、內務府武職以及拜唐阿等人三個月的俸銀錢

                                                                                                                                       
其不足銀兩再令兵丁自行補足。(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文獻編號404008763，

〈奏為河南滿營兵房年久傾圮請借項修理事〉，嘉慶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

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86，嘉慶七年九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嘉慶十二年(1807)十一月，馬慧

裕再次奏請清廷借款修葺河南駐防滿營官房。嘉慶皇帝同意從司庫閒款內動支，借給銀四

千八百八十兩，並規定於給銀的一個月後開始還款，分作八年於各員俸餉內分期扣還。(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09，嘉慶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內閣

奉上諭。) 
23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40，嘉慶六年八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 
2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40，嘉慶六年八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 
235
 即便在無災荒的時候，統治者也會視情況借給八旗銀兩。例如：嘉慶十五年(1810)二月二

十九日，嘉慶皇帝考慮到察哈爾八旗的生計問題，遂下令先借給一年餉銀，按六年扣還；

之後再借予一年餉銀，亦按六年扣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

頁 98，嘉慶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 
23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文獻編號 404006056，〈奏為查勘八旂各處營

房實在坍塌滲漏情形恭摺奏聞仰祈睿鑒事〉，嘉慶六年六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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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分作兩年扣還。237 

9.規定都統須親自抽驗包封後的旗兵餉銀 

    自清初以來，八旗餉銀餉米的發放便一直存在種種弊端。有鑑於發

放餉銀、餉米時弊端叢生，嘉慶皇帝規定八旗兵丁餉銀包封後，需經該

管都統親自抽驗。八旗兵丁的月支錢糧，係養贍家口之用，若按照往例，

任由佐領在家包封後再行發給旗兵，則難免會有剋減之情弊。因此，統

治者於嘉慶九年七月頒布上諭：「各該旗每月領出餉銀，著該管都統、

副都統飭令各佐領等包封，持赴本旗衙署，該都統等親行抽騐，發交該

參領，按名散給。如有短剋等弊，即著據實參辦。」238希冀藉此杜絕發

錢糧的情弊。至道光六年，統治者認為各旗並未嚴格執行嘉慶九年的諭

令，故再次重申：各旗發放月餉時，都統、副都統親赴衙署抽驗，之後

再交由參領發給各佐領，按名散放，不得冒領剋扣。239 

10.照顧八旗孀婦 

    嘉慶皇帝重視宗室覺羅孀婦的生計問題，曾經下令： 

宗室孀婦無子可繼者，著每月給予二兩養贍銀米。無伯叔兄弟之孤

女，著每月給予養贍銀一兩五錢。覺羅孀婦無子可繼者，著每月給

予一兩五錢養贍銀米。無伯叔兄弟之孤女，著每月給予養贍銀一兩。
240 

                                                      
23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34，嘉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內閣

奉上諭。 
23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02，嘉慶九年七月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 
239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45，〈八旗都統．公式〉，頁

14b。 
240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32，頁 7b，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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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也體恤駐防官兵身故後，其孀婦無人照顧的窘境，故而議准：

「駐防另戶官兵身故，其孀婦守節者，不論年歲、有無子嗣，給予一年

半俸半餉。係食半俸半餉官兵之 孀婦，亦照伊夫所食半俸半餉之數，給

予一年。」241之後，又針對直隸的駐防兵丁下令：「直隸省之寶坻、采育、

固安、雄縣、霸州、良鄉、東安、保安、滄州等九處駐防孀婦，如實係

無依，生計維艱者，給予孤寡錢糧一分。」242並且奏准：「孀婦等食完周

年半餉銀米後，其子尚未挑補，暫給予養贍錢糧一分。俟其子挑補養育

兵缺，即行裁汰。」243降至道光朝，道光皇帝規定：「如孀婦子媳俱故，

其嫡孫業已食餉，即可養贍祖母，毋庸辦給孀婦錢糧。」244 

11.給予八旗鰥寡孤獨養贍錢糧 

    嘉慶朝以前，八旗漢軍孤寡無多，所以每月從官兵月餉內均攤，即

可照顧漢軍孤寡之人，因而未定養育兵之例。嘉慶二年(1797)十月，八

旗漢軍生齒日繁，若仍於官兵月餉內均扣，則官兵必轉致拮据。因此，

嘉慶皇帝下令從糧道衙門普濟堂經費項下，每月賞給漢軍孤寡人等每名

銀一兩，以示體恤。245 

    而且，清廷對於駐防之八旗鰥寡孤獨的養贍也相當重視。舉例而言，

西安滿營的鰥寡孤獨共有五百七十名，原靠馬廠地租銀兩養贍。然而，

愈到後期，人數增添愈多，原有銀兩不敷生活。西安將軍皂保(dzooboo)

等人調查西安的財政狀況後發現，該地區每年所收廠地租錢，除原撥養

                                                      
241
 [清]托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卷 260，

〈俸餉十三〉，頁 1078。 
242
 [清]托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 260，〈俸餉十三〉，頁 1079。 

243
 [清]托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 260，〈俸餉十三〉，頁 1081。 

244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6，〈宗人府六〉，頁 8a-8b。 

24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91，嘉慶二年十月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 

http://0-hanchi.ihp.sinica.edu.tw.opac.lib.ntnu.edu.tw/ihpc/hanji?@38%5e1784194495%5e807%5e%5e%5e8020602100070109000100010001%5e139@@1836867251#hi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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贍及營兵例支公用外，尚剩預備充公錢文六百三十三串八零。因此，他

們奏請朝廷將西安所得地租剩餘錢文，撥入八旗養贍孤寡項下，獲得嘉

慶皇帝允准。246 

(三)成效 

    上述舉措雖然或多或少緩解了八旗生計困頓的現象，但杯水車薪，

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八旗生計依然持續惡化下去。究其

原因，大致可歸納成以下幾點：首先，上述舉措本身就存在著不少問題。

先就養育兵來看，滿洲統治者增添養育兵的原意本在解決八旗戶口日繁，

本身錢糧不敷養贍的問題。但卻有旗人因無子嗣或子嗣甚少，而抱養民

人之子，混行載入檔冊，挑作養育兵。嘉慶十二年九月，富興阿本無子

嗣，卻以民人李四瞎之子冒名頂認，挑作養育兵，支領錢糧。此事被領

催那敏發現呈控，經邢部調查後，發現確有其事，嘉慶皇帝便下令將富

興阿發往烏魯木齊充當苦差，以示警懲。247養育兵本為改善八旗生計問

題而設，卻被少數人用作冒領錢糧的工具，使真正需要的人無法挑補，

導致養育兵成效大打折扣，有違朝廷本意。 

    再就雙城堡、伯都訥屯墾而論，移駐過程中，出現許多臨行時不肯

上車、逃避、患病以及病故等情況。舉例來說，道光五年移駐途中，有

鑲黃旗閒散富爾恭阿妻朱氏，攜三歲幼子老壽潛行逃走；且行抵吉林所

屬之赫爾蘇站時，亦有鑲白旗閒散德常因患病不能行走，故留養該站治

療，後因治療無效而病故。248至道光六年分四批從北京起程時，有馬甲

賽沙布臨行時不肯上車；有正藍旗蒙古步甲富恩阿在京逃避；亦有鑲白

                                                      
24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65，嘉慶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內閣

奉上諭。 
24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455，嘉慶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旨。 
248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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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滿洲馬甲公額布之妻閻氏、鑲白旗滿洲領催恒文之子吉倫病故。 

    而且，八旗鰥寡孤獨養贍錢糧的發放，也存有不少情弊，尤其是主

管官員未能認真辦理，導致錢糧逾時未發。嘉慶元年(1796)十月，杭州、

乍浦兩處滿營的鰥寡孤獨錢糧，即因蕭山縣應徵之地租未經催徵的緣故，

致使該項錢糧延遲未放。道光皇帝認為主管此事的藩司汪志伊以及蕭山

縣知縣方于泗未善盡職責，故將其解任質審。249經調查之後，統治者以

為汪志伊等人並未事先催徵此項養贍錢糧，任聽租戶拖欠；事後又未奏

明籌款墊發，以致錢糧遲發三個月之久。因而下令將汪志伊與方于泗降

調，至於所有應賠繳的錢文，則要求他二人各照數再加兩倍繳罰，以示

懲儆。250 

    其次，旗人生活奢靡，不知撙節。清初以來，朝廷對於八旗生計的

照顧，極為周渥。惟清中葉以後，與開國初年相較之下，部貯帑項明顯

不足，而旗人生齒日繁，雖經幾次格外加賞，仍不能共臻饒裕。不過，

儘管如此，如果八旗官兵能做到「就其應得分例，各知力敦儉樸」，251其

生計原本不至出現太大問題。然而，八旗子弟卻往往追求鮮衣美食，揮

霍無度，奢侈相尚。以口腹一事為例，嘉慶年間，即有許多饕餮之徒，

在領完錢糧之後，「如稍有敷餘」，「惟圖目前一飽，不復顧及身家」，252不

為度日之計。再以服飾來說，滿洲風俗本為「衣服率多布素」，但嘉道

年間的八旗兵丁卻「狃於習俗，競尚鮮華」，其衣多用紬緞，甚至以穿

著不及他人為恥。253對此，統治者也莫可奈何，只能訓誡他們「以儉約

                                                      
24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06，嘉慶元年十月十四日，奉上諭。 

25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34，嘉慶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 

25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89，嘉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內閣

奉上諭。 
25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89，嘉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內閣

奉上諭。 
253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47，〈八旗都統．公式〉，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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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奢靡為戒」，並各知撙節，「無失向來淳樸之風」。254 

    再者，八旗人口迅速增長，致使旗人生計日益艱難。根據劉小萌的

研究，八旗滿洲男丁自順治五年(1648)至嘉慶十七年間，增長了大約四

倍左右，即從當初的五萬多名增至二十二萬多名，無怪乎嘉慶皇帝曾云：

「各處駐防兵丁，較之雍正乾隆年閒(間)，生齒增倍。」255然與此同時，

兵額卻僅增加約兩倍半，意即從入關初的不足十萬，增加至二十餘萬。
256由此可知，八旗生齒日繁，但其披甲當差的機會相對卻日漸減少，出

現了以「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的現象，257生活日益困頓。 

    再次，主管官員剋扣兵丁食糧與放高利貸剝削，使旗人原本就相當

窮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朝廷額設甲兵，按月支給銀米，本希望八旗

兵丁用這筆糧餉製備衣甲，給領米石，以養贍身家。兵丁領到銀米之後，

本來應該節儉用度，且其所領米石，如果有剩餘，也應當存貯，以備不

時之需。然而，有些旗人不善謀生，只顧眼前得錢使用，不肯稍為儲蓄。

他們往往豫借米鋪錢文，至領米時，則由領催串通鋪戶，彙總代領，剋

扣折算；如遇食米缺乏的情況，旗丁只好再向鋪戶按市價買用。如此一

來，國家惠養旗人米石，「聽其賤賣於前，貴買於後，輾轉折耗」，也難

怪八旗生計日形窮蹙。再者，尚有不能零星赴倉關支者，只好由領催代

為請領。領出之後，本應按名發給旗兵，但卻出現諸多「從中私相勾串，

網利分肥」的情形。258 

    八旗兵丁的月餉季米，發放有期，如旗兵省吃儉用，其生計本不至

                                                                                                                                       
6a。 

25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189，嘉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內閣

奉上諭。 
255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62，頁 17b，嘉慶五年三月下己卯條。 

256
 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頁 216。 

257
 [清]赫泰，〈復原產籌新墾疏〉，收錄於《皇朝經世文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卷 35，頁 16b。 
258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50，頁 22a-23b，嘉慶十六年十一月丁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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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太大問題。然旗兵一旦急用錢，往往將未領之餉米典當借貸，形成

「賤賣於前，貴買於後」的情況，其中的差價便構成高利貸的利息，而

放高利貸者除了民人之外，尚有身為旗兵父母官的領催。入關之後，八

旗人等喜尚奢華，「平居既不能量入為出，遇事又不肯素位而行」，259因

而輾轉借貸。如此一來，便給了有心人士可乘之機，趁八旗子弟有迫不

及待之需時，多方盤削，重利放債。而且，還借予旗人印子長短文錢，
260債主甚至串通領催典賣錢糧，名為作保，實為暗中代扣。久而久之，

八旗兵丁的月支糧餉遂盡飽於「市儈之囊索」，261對生活本已相當困阨的

他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為此，嘉慶皇帝重申雍、乾兩朝的禁令，
262下令「如有違例放賬扣取錢糧，並長短印子錢文，及串通領催典賣錢

糧者」，八旗步軍統領衙門即申明舊例，出示諭禁，並隨時訪拿懲辦。263 

    除此之外，八旗制度的束縛亦是導致解決措施成效不彰的原因之一。

八旗於入關之初為清朝立下諸多汗馬功勞，感念之餘，滿洲統治者於入

關之初，建立起一套俸餉制度以保證旗人在生活上的無憂無慮。在此制

度之下，朝廷給予八旗子弟錢糧月米，並規定旗人不得從事生產，亦不

得經營工商。史稱：「滿洲之人，農工商賈，俱非所習，除居官為兵外，

                                                      
25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9，嘉慶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內閣

奉上諭。 
260
 旗丁以未到期的應領兵餉作為抵押物而借進的高利貸，在當時即稱為「印子錢」。這類高利

貸要加五加六的利息，且放高利貸者大多係各旗佐領和驍騎校。詳見魏影，《清代京旗回屯

問題研究》，頁 24。 
26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9，嘉慶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內閣

奉上諭。 
262
 雍正五年曾降旨，令將借放銀兩追給拿護首告之人充實。乾隆二十七年，經軍機大臣等議

准，旗民人等向八旗兵丁舉放重債，扣取錢糧，或經告發，或被首出，除所欠債目不准給

還，將放債之人照訛詐例治罪，至於欠債之人，則毋庸治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9，嘉慶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 
26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75，嘉慶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內閣

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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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無資生之策。」264魏源則認為這種現象等於「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

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為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
265如此一來，旗人除了當兵食餉之外，只能仰給於統治者的賞賜，成為

沒有自謀生計能力的寄生者。266而且，八旗兵額有限，挑補披甲者可以

食餉，未披甲的餘丁則只能分享披甲者的薪餉而食之，致使大批餘丁陷

入坐吃山空的絕境。俸餉制度本為保障旗人收入而設，卻反而導致旗人

的生計問題日益惡化，使朝廷的解決政策徒勞無功。 

    另外，統治者與部分朝廷官員的看法過於保守，不敢從制度本身加

以改革，其所採取的諸多解決措施，充其量僅能暫時緩解當前情況，並

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嘉慶四年，國子監祭酒法式善(faššan)認為口外西北

一帶地廣田肥，故建議朝廷准許八旗閒散中情願前往耕種者，報官前往

該處空地耕種。然而，此時正當清廷平定川陝楚白蓮教亂的非常時刻，

加上逃旗事件層出不窮，對統治者來說，法式善的建議很有可能會使在

京八旗勁旅的戰鬥力受到影響。因此，其提議遭到嘉慶皇帝的斥責，嘉

慶皇帝斥責到：「若如所奏，豈非令京城一空，尤為荒謬之極！」並下

令將法式善解任且交由軍機大臣王杰等人審訊。267法式善在訊問過程中

辯稱其提議的動機在於「八旗養贍動需錢糧」，但現在八旗人口「生齒

日繁」，加上國家經費有定，因而奏請朝廷將閒地准許旗人報墾。不過，

他也承認並未考慮到旗人不准出京的定例，亦未慮及如果旗人「概以種

地為詞，在外游蕩，必致生事，而京城轉無旗人居住」的危險性。268王

                                                      
264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4，頁 10a，乾隆三年八月上乙酉條。 

265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 6，〈田賦考六．八旗田制〉，頁 7554。 

266
 關於八旗俸祿制度的形成過程，詳見上田裕之，〈八旗俸祿制度の成立過程〉，《滿族史研

究》，第2號(東京，2003)，頁21-40。 
26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02，嘉慶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內閣

奉上諭。 
26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04，嘉慶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內閣

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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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等人審訊之後，認為國家養贍八旗，「至為優渥」，除了固定發給的錢

糧之外，尚有旗租以及不定時的賞賜；況且若准許旗人出關耕種，必會

導致「京城環衛幾至乏人」的情況。王杰等人亦主張法式善係蒙古世僕，

職列堂官，竟提出如此違制廢法的請求，實為荒謬之極，故建議將其革

職，以示懲儆。269 

    爾後，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御史羅家彥條奏籌畫旗民章程，因覺

旗人生計艱難的緣故，提出「令八旗老幼男婦皆以紡織為業」的建議，

嘉慶皇帝下令八旗都統共同會商。270都統等會商結果，認為羅家彥所論

事多窒礙，所以公同議駁。嘉慶皇帝亦認為八旗「首以清語騎射為本務，

其次則誦讀經書，以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藝，即非所重，不學亦可」，
271故頒布上諭： 

    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

且營謀小利，勢必至漸以貿易為生，紛紛四出，於國家贍養八旗勁

旅、屯住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剌謬乎？近日旗人耳濡目漸，已不免

稍染漢人習氣，正應竭力挽回，以身率先，豈可導以外務，益遠本

計矣？……羅家彥此摺，若出於滿洲御史，必當重責四十板，發往

伊犁。姑念該御史係屬漢人，罔識國家規制，但伊識見如此，竟欲

更我舊俗，豈能復勝言官之任？著革退御史，仍回原衙門以編修用。
272 

羅家彥上奏的本意在於增加旗人謀生之路，改善八旗生計問題，卻遭統

                                                      
26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08，嘉慶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旨。 

27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 049566，〈奏為籌劃旗民生計擬定章程

由〉，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271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24，頁 8b，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寅條。 

272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24，頁 8b-9a，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寅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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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斥責與本計「大相剌謬」、「欲更我舊俗」，甚至被革退御史職務。

由此可見，嘉慶皇帝相當害怕所謂違背或擅改「祖制」的問題，也因此

較無法針對旗務政策作較大的改變。 

    由法式善與羅家彥的事例可知，滿洲統治者與保守大臣仍然是基於

政治考量來處理八旗經濟的問題，無法放棄八旗勁旅屯住京師的「本計」；

既然如此，亦就無法放鬆對旗人自謀生計的限制。加上八旗人口繁衍快

速與生活日益奢侈的影響，朝廷固定發給的錢糧、旗租以及不定時的賞

賜實不足以應付旗人日常生活的開銷。在此情況下，如果統治者繼續堅

持旗人不准出京的定例，不知變通求新，清朝政權將會陷入危機之中。 

    綜上所述，隨著八旗人等在關內居住的時間愈長，其生計問題便日

益嚴重。值得注意的是，旗人生計問題有其階層性與區域性，而且，這

不只是男性旗人面臨的問題，八旗孀婦亦出現生計維艱的情況。面對日

益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曾嘗試各種辦法，

試圖改善這種困境。雖然當時這些舉措暫時緩解了旗人生計困頓的窘境，

但至嘉道年間，隨著八旗人口遽增，其生計問題亦跟著逐漸惡化。 

    儘管清中期以後不再透過扭曲政治、經濟資源的分配來強化旗人的

特殊優越地位，但統治者依然相當注重八旗的經濟狀況。因此，當八旗

生計出現問題時，朝廷仍會積極尋求各種解決之道，以維護旗人生活，

進而鞏固滿洲政權。嘉慶與道光皇帝所採取的辦法包括：增加養育兵額、

禁止流民出關、雙城堡與伯都訥屯墾、遷移宗室回駐盛京、改軍屯公耕

為分產承耕、要求八旗子弟重返傳統淳樸之風尚、賞給一月錢糧、賑災、

規定都統須親自抽驗包封後的旗兵餉銀、照顧八旗孀婦以及給予八旗鰥

寡孤獨養贍錢糧。其中，增加養育兵額、禁止流民出關、雙城堡與伯都

訥屯墾、要求八旗子弟重返傳統淳樸之風尚、賞給一月錢糧、賑災、照

顧八旗孀婦以及給予八旗鰥寡孤獨養贍錢糧，係延續康雍乾時期的辦法；

遷移宗室回駐盛京、改軍屯公耕為分產承耕、規定都統須親自抽驗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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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旗兵餉銀等，則為康、雍、乾三朝所沒有實施的創舉。 

    由上述可知，與清初相較之下，儘管清中期以後的滿洲皇帝仍然相

當重視對八旗生計的照顧，但其作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清初往往透過剝

奪民人資源的手段來照顧旗人，然自清中葉以降，則改由直接動員國家

資源予以照顧，甚至培養他們自謀生計的能力，鼓勵其自力更生。另外，

在嘉慶、道光兩位皇帝所採取的十一項舉措當中，有八項是延續之前的

作法而來，顯示自乾隆四十五年漢軍出旗以降，一直到道光十九年鴉片

戰爭爆發前夕的這段期間，與前、後時期相較之下，為一相對安定、承

平的時期，而與此相對應的，正是較為守成的旗務政策。然而，儘管係

延續康雍乾時期的作法，但其中仍存在著一些改變，尤其是在增加養育

兵額以及雙城堡與伯都訥屯墾兩方面。先就養育兵額來看，由於國家財

政狀況日益艱難，故養育兵經費來源從向國庫借款轉變為生息銀兩；且

其薪餉亦有逐漸減少的趨勢。畢竟，此時的滿洲統治者已不再只是全體

旗人的皇帝，亦是掌管全中國的皇帝，所以在照顧八旗的同時，亦需兼

顧國家大局。再就雙城堡與伯都訥屯田而論，無論屯墾的動機、範圍與

作法，皆與之前有很大的不同。然無論這些措施如何改變或調整，不變

的是統治者對八旗無微不至的呵護與照顧之心。 

    不過，較為可惜的是，上述舉措雖然或多或少緩解了八旗生計困頓

的現象，但杯水車薪，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八旗生計依

然持續惡化下去。究其原因，首先，八旗生計問題實係一相對的概念，

是與入關初期相較之下的結果。清中期以後，儘管八旗人口迅速增長，

但平心而論，朝廷給予八旗的俸餉基本上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然

而，在關內居之既久，生活日益安定，旗人漸失滿洲淳樸舊俗，往往追

求鮮衣美食，揮霍無度，競相奢侈。以有限的錢糧，欲追求物質生活上

無限的歡愉，對清中葉以後的旗人而言，無法獲得入關之初的那種經濟

上的滿足，無怪乎他們自覺生計困難。在此情況下，無論滿洲統治者再



．128． 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1780-1911) 

 

怎麼給予經濟上的照顧與補助，亦永遠無法滿足旗人所需。既然如此，

八旗子弟只好將未領餉米典當借債，以作為享樂的經費來源。如此一來，

便給了高利貸者可趁之機，多方盤削，重利放債，使旗人生活陷入危機。 

    其次，朝廷的俸餉制度亦使八旗子弟養成依賴心理，披甲當差的旗

人整天只想著仰賴國家養贍，不願自食其力；未披甲當差的餘丁則分食

披甲者的薪餉，坐享其成。久而久之，終導致八旗人等成為沒有自謀生

計能力的寄生者。儘管統治者曾給予土地與經費補助，鼓勵他們前往東

北地區屯田，以改善生計狀況；然對於養尊處優的八旗子弟來說，過慣

了舒服安逸的日子，現在要他們下田耕種，實為一天方夜譚。 

    再次，統治者與部分朝廷官員的看法過於保守，抱守旗人應以清語

騎射為本業，以及八旗屯居京師的「祖制」，依然從政治的角度來衡量

經濟的問題，不知變通，不敢從制度本身加以改革。換言之，滿洲皇帝

為解決旗人生計問題所採取的諸多措施，充其量僅能暫時緩解當前情況，

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八旗生計問題便一直持續到清末。 

第四節 「沾染漢習」的革除 

    「漢習」本來應該是指漢人的性情、風俗以及習慣等等，起初並無

價值判斷的意味，滿文檔案中的用詞可充分證明此點。《滿文老檔》中

作漢俗、漢習為「nikan i doro」，273其中，「nikan i」漢文譯作「漢族的」、

「漢人的」；「doro」則有「道理」、「禮儀」、「規則」等意。274由此可見，

滿文檔案中對於「漢習」的陳述，實著重於現象的描述，並無貶抑之意。

然而，就實際運用而言，似有不少政治的語言操作蘊涵其間。在滿洲統

治者的優勢地位下，強加賦予「漢俗」負面的意義，對漢文化故意鄙夷

                                                      
273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Ⅶ．太宗四》(東京：東洋文庫，1963年)，頁 1439，崇

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274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249、699-700。 



第二章  承平時期旗務政策的轉向(1780—1839) ．129． 

 
 

貶抑。換言之，只要清帝不願之事，即予以扣上「漸染漢習」的帽子，

使「漢習」因此成為眾惡趨歸之所矣。275 

    根據盛清諸帝所頒布的上諭可知，「漸染漢習」對清語、騎射以及

淳樸風尚等滿洲傳統舊俗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惟清語、騎射的部分在

前文已討論過，故於此不加以贅述。至於「漸染漢習」對旗人偏離淳樸

特質的影響則包括：生活奢侈、競尚服飾、飲酒賭博、沉湎梨園以及忠

君事上、勇於任事等特色的漸趨淪喪。276而且，除了使旗人偏離淳樸特

質之外，「漸染漢習」尚表現在喜好文墨與改用漢姓漢名兩方面。這裡

有一現象值得注意，除了改用漢姓漢名一項本身並未涉及價值判斷之外，

滿洲統治者將他所認為之旗人一切不好的行為，全部歸咎於「漸染漢習」。

然而，生活奢侈、競尚服飾、飲酒賭博、沉湎梨園等現象，普遍存在於

人類各個社會中，並非僅存在於漢人社會。而且，這些現象與人性中好

逸惡勞、貪享甘脂美食的口腹之慾較為相關，其關鍵應在於生活條件能

力，以及個人愛好奢華虛榮的稟性，而與民族習性關係較小。277再者，

乾隆皇帝常指責旗人漸染漢人之因循習氣，不能實心稽查陋規等積弊，

致使傳統滿洲忠君事上、勇於任事等特色的漸趨淪喪。但平心而論，這

種風氣實係行政官僚作風之流弊，不必然是漢人特有之惡習。278 

(一)清中期以後旗人「漸染漢習」的情況 

    清中葉以降，情況出現了重大轉變。此時，儘管旗人在法規人事上

                                                      
275
 吳志鏗，〈試論所謂漢人習氣-有關清代滿人漢化的一些思考〉，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276
 相關討論詳見葉高樹，〈習染既深，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頁 264-273。 

277
 吳志鏗，〈試論所謂漢人習氣-有關清代滿人漢化的一些思考〉，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278
 吳志鏗，〈試論所謂漢人習氣-有關清代滿人漢化的一些思考〉，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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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佔盡優勢，但因漢人各憑本事崛起，漢人表現較為優秀，故能凌駕

旗人長官。既然如此，統治者便不能再任意輕視漢人而動輒扣上「漢人

習氣」之惡名，轉而改採其他字眼替代，如「外省習氣」。嘉慶三年八

月，統治者因苗匪、教匪事情指責臣下：「外省習氣，遇有地方搶劫小

事，往往張大其辭，以為邀功地步。及至激成事端，則又心存畏葸，束

手無策。」279由此可知，統治者所指責的「外省習氣」，即為貶抑漢人「浮

誇」、「粉飾」的習氣，與之前所謂的「漢習」相差無幾。 

    不過，嘉慶、道光兩位皇帝有時仍然會針對服式、髮式以及漢姓漢

名等三方面指責旗人「漸染漢習」。 

1.服式與髮式 

    旗人在衣著上與漢人有很大的不同，旗袍、馬褂以及坎肩是旗人最

常穿的三種衣式，且常將這三者一起穿，別具一格。旗袍，滿語作「camci」，

為圓領、大襟、左衽、四面開禊、束腰、有扣絆、窄袖(有的帶箭袖)。

馬褂，滿語作「olbo」，常與旗袍搭配一起穿，內穿袍，外穿褂。馬褂

的樣式為：圓領、對襟、有開禊、有扣絆、身長齊臍、袖長及肘。由於

馬褂身袖較短，便於騎馬，故因此而得名。坎肩，又稱「背心」、「馬甲」，

滿語作「uksin」，是一種無袖短衣，有對襟直翹、對襟圓翹、捻襟、琵

琶襟、一字襟、人字襟以及巴圖魯坎肩等樣式。280(詳見圖 2-4-1~2-4-3)

而且，按照滿洲傳統，旗家婦女向為天足，從不纏足。纏足是漢人的傳

統風俗習慣，漢人常將女子腳的大小作為判斷相貌美醜的一個要素，只

有貌美且腳小的女子，才被認為是白玉無瑕。 

  

                                                      
279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3，頁 7a，嘉慶三年八月戊戌條。 

280
 富育光主編，《圖像中國滿族風俗敘錄》(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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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1旗袍 

(資料來源：富育光主編，《圖像中國滿族風俗敘錄》，

頁 4。) 

圖 2-4- 2坎肩 

(資料來源：http://www.tjwh.gov.cn/shwh/mjwh/ 

minsu/fsms/images/fs2-1.jpg) 

 

 

 

 

 

 

 

 

               圖 2-4- 3馬褂 

(資料來源：富育光主編，《圖像中國滿族風俗敘錄》，頁 8。) 

    除了服式之外，旗人的髮式也相當具有獨特性，尤其是成年男子的

「薙髮垂辮」與成年女子的「兩把頭」、「小高粱頭」。先就「薙髮垂辮」

來看，「薙髮垂辮」係指在兩端額角引一條直線，將直線以前的頭髮全

部剃去，只留下顱後的頭髮，並將它邊結為辮，垂於腦後。再就「兩把

http://www.tjwh.gov.cn/shwh/mj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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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與「小高粱頭」來說，「兩把頭」指的是把頭髮束在頭頂，分成兩

綹，編成小辮綰成左右兩個髮髻，再將後面的餘髮綰成一個燕尾式的長

扁髻，壓在後脖領上。如遇喜慶場合，往往會在髮髻上戴一頂扇形髮冠，

俗稱「鈿子」、「旗頭」、「宮裝」。由於「兩把頭」多流行於上層的旗人

婦女社會，故又稱為「京頭」。「小高粱頭」則是把頭髮綰到頭頂盤髻，

中間橫插一根扁方，不同於「兩把頭」，這種髮式多流行於一般旗人社

會之中。281(詳見圖 2-4-4~2-4-7) 

 

 

 

 

 

 

 

 

 

圖 2-4-4薙髮垂辮 
(資料來源：http://www.51dh.net/magazine/article/ 

1005-5258/2006/02/xuge20060218-2-l.jpg) 

圖 2-4-5小高粱頭(一) 

(資料來源：http://l.paipaitxt.com/118851/ 

11/05/10/88_106429_5f99c8b6fcf139f.jpg) 

      

  

                                                      
281
 富育光主編，《圖像中國滿族風俗敘錄》，頁 17-22。 

http://l.paipaitxt.com/11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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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小高粱頭(二) 

(資料來源：富育光主編，《圖像中國滿族風俗敘錄》，

頁 22。) 

圖 2-4- 7兩把頭 

(資料來源：http://img.yiyuanyi.org/article_pic/ 

2009-10-07/1254898940.jpg) 

    由上述可以看出旗人傳統的服式與髮式皆有別於漢民族，且獨樹一

格，然嘉慶朝以降，八旗子弟改著漢裝的情形卻日漸嚴重，尤其是旗人

女子。旗人得碩亭所著之《草珠一串》就曾語帶諷刺地寫道：「名門少

婦美如花，獨坐香車愛亮紗，雙袖闊來過一尺，非旗非漢是誰家？」282女

性旗人的衣袖本應為窄袖，但至嘉慶年間，衣袖寬超過一尺已成為旗家

貴婦時髦的服裝，無怪乎得碩亭憂心忡忡的問道：「非旗非漢是誰家？」

嘉慶九年(1804)，宮廷選看秀女，283單是鑲黃旗漢軍之女，纏足者就有

十九人，她們「衣袖寬大，竟如漢人裝飾」，嘉慶皇帝認為造成這現象

的原因在於這些八旗漢軍之女「自幼鄉居，是以沾染漢習」，故命「八

旗漢軍各遵守舊制，勿得任意改裝」。284十一年(1806)五月，嘉慶皇帝為

                                                      
282
 轉引自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 638。 

283
 從未婚旗女中挑選宮女入宮謂之「選秀女」。 

284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26，頁 10b-11b，嘉慶九年二月丁卯條。 

http://img.yiyuanyi.org/article_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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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再次申諭： 

    我朝服飾，自定鼎以來，列祖欽定，從前太宗文皇帝訓誡令後世子

孫衣冠儀制，永遵勿替。皇考高宗純皇帝重申訓諭，刻石建於箭亭，

垂示久遠。聖訓惶惶實有深意，自宜永遠奉行。儻年久沾染漢人習

氣，妄改服飾，殊有關繫。男子尚易約束，至婦女等深居閏閫，其

服飾自難查察，著交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

等，留心嚴查。儻各旗滿洲蒙古秀女內，有衣袖寬大，漢軍秀女內

仍有裹足者，一經查出，即將其父兄指名參奏治罪，毋得瞻徇。儻

經訓諭之後，仍因循從事，下屆挑選秀女，經朕看出，或有人參奏，

除將該秀女父兄治罪外，必將該旗都統章京等革職，斷不輕宥。285 

八旗婦女深居閏閫，較難查察其衣著是否有仿效漢俗，故嘉慶皇帝要求

相關主管官員認真嚴查，一經查出，則將其父兄嚴加治罪。 

    不過，統治者苦口婆心的訓誡，並未發揮成效。以每三年一次的選

秀女為例，至嘉慶二十一年(1816)，出身寒素之家者，其衣著尚稱簡樸，

然旗員大臣之女則「衣袖寬廣踰度」，「竟與漢人婦女衣袖相似」。嘉慶

皇帝認為此風斷不可長，故再次訓誡八旗人等：「旗人風氣，日就華靡，

甚屬非是。各王公大臣之家，皆當力敦舊俗，倡挽時趨。」286至道光十

八年，除了八旗婦女的衣著仍然衣袖寬大並仿效漢俗纏足之外，改著漢

裝的八旗子弟業已擴及內務府漢軍以及屯居漢軍旗人。道光皇帝唯恐旗

人視嘉慶皇帝之前所頒布的諭旨為具文，「或致再蹈此等習氣」，所以重

申禁令，並下令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等隨時詳查，違例

者照違制例治罪。287 

                                                      
285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60，頁 20a-21a，嘉慶十一年五月上壬戌條。 

286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24，頁 9a-9b，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寅條。 

287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316，頁 36b-37a，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丁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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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姓氏姓名 

    旗人的姓，滿語作「哈拉」(hala)，多源於地名或部落名稱。當同

一血緣的族群成員逐漸分散到各地之後，進一步形成新的血緣分支，便

在舊姓前面冠上所居地方的名稱，稱之為「穆昆」(mukūn)，而穆昆哈

拉的意思即為旗人的姓氏。288旗人有姓氏之外，亦有名字，然滿洲舊俗

是「稱名不舉姓」，所以人們一般只以名字相稱。對統治者而言，姓氏

名字乃「滿洲根本」，若不加以整飭，日久因循，八旗人等必將本姓遺

忘。289正因為滿洲統治者將命名方式視為保持自我文化的重要舉措，所

以嚴格禁止旗人採用漢姓漢名。自乾隆二十年(1755)起，便頒行一連串

的命令，包括：旗人命名不得依附漢姓；滿洲名字理應連寫，毋得分開

繕寫；旗人名字不准三字連用，只能用兩字，但如果使用成語，則可不

拘字數；290禁止旗人取別號；命名時，祖父孫三代不可具用同一字起頭。
291不過，這些規定似乎未被立即遵守。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乾

                                                      
288
 更詳細地說，在女真社會組織中，同一個男姓祖先的子孫，稱之為同一哈拉(hala)，

漢譯為「姓」。一個哈拉是一個血緣的氏族群體，是同姓同地聚居的禁婚集團。隨

著哈拉的人口繁衍，如果仍同地聚居，會造成聯姻的困難，所以必須分散遷徙，這

些分出去者，稱之為穆昆(mukūn)，漢譯為「氏」。分離出去的穆昆，再發展成新的

氏族群體，而相對原來的哈拉而言，是子氏族。事實上，由某哈拉遷徙到某地的穆

昆，其全稱為穆昆哈拉，明代女真人和清代滿族的氏族一詞，就是穆昆哈拉。值得

注意的是，《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御製序文中，引用《左氏內外傳》之「因生賜姓，

胙土命氏」等語([清]弘晝等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瀋陽：遼海出版社，2002年)，〈御製序〉，

頁 3a。)，此語滿文讀如：「banjin be dahame hala buhe,ba be salibufi mukūn obuha.」，

意即「哈拉得之於生，穆昆是來自占踞的地方」，準確地說明了穆昆與哈啦的關係。

詳見莊吉發，〈《清代全史》與清史研究〉，收錄於氏著《清史論集．第四輯》(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頁 14。 
289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572，〈兵部．職制〉，頁 17a-17b、

18b。 
290
 此處的「成語」係指旗人既有的名字，如：多爾袞、費英東等。 

291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頁 132-133；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北京：中

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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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皇帝指責盛京補放防禦之驍騎校張保住「係滿洲旗人，取名殊近漢習」，

故令其去張姓，只稱其名為「保住」(booju)，並傳諭八旗各省駐防，一

體遵行。292 

    不過，旗人採用漢人姓氏命名的情況，至嘉道時期愈加普遍，然統

治者對此亦無可奈何，只能不斷重申乾隆朝的禁令。首先，有許多旗人

將自己名字的前面冠以漢姓。例如：宗室圖克坦被漢人康德祥呼為趙大；
293宗室幅清泰亦自稱為兆四，而「兆」與漢姓「趙」同音，所以嘉慶皇

帝指責其「沾染惡習」，「已當治以忘本之罪」。294有趣的是，為什麼宗室

要以「趙」為姓？因為他們認為「百家姓趙字居首」，而宗室當為萬姓

之上，故「以趙字為宗室之姓」。295另外，由於宗室身繫黃帶子，所以許

多宗室也以黃字為宗室的姓氏。舉例來說，宗室全勝及其弟全俸，有「六

黃、七黃之稱」，嘉慶皇帝斥責：「宗室自稱姓黃姓趙，屢經朕降旨訓飭，

不意盛京亦有此惡習。」並下令嗣後宗室如仍有以趙字、黃字為姓者，

必當痛加禁止。296 

    其次，亦有許多旗人命名三字連用。舉例來說，嘉慶十九年(1814)

六月，嘉慶皇帝認為英智次子清永泰之名，「幾與漢人姓名相連者無異」，

故而將清永泰之名改為永泰(yungtai)。297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山西蒲州

府知府福蔭長身上，嘉慶皇帝以為福蔭長三字，與漢人姓名相似，所以

令其改名福蔭。298道光年間，道光皇帝指責刑部郎中明安福與理藩院員

外郎慶長安二員「命名不成文義」，並重申乾隆皇帝的飭令，要求旗人

                                                      
292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466，頁 18b，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上甲子條。 

293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89，頁 22a-22b，嘉慶十二年十二月上丙子條。 

294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23，頁 10a，嘉慶十四年十二月下乙巳條。 

295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89，頁 22a，嘉慶十二年十二月上丙子條。 

296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52，頁 9b-10a，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下甲申條。 

297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92，頁 10b-11a，嘉慶十九年六月丁卯條。 

298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05，頁 5b-6a，嘉慶二十年四月戊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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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時，「不准連用漢文三字」。299 

    再次，尚有許多旗人同時有滿文名字與漢文名字，如：羅阿常又名

巴哈蘇(bahasu)、唐連閏又名雙忠(šuwangjung)、祿明又名額希赫布

(ilhebu)，道光皇帝視此為「惡習」，立即飭令改正。300 

     除此之外，將漢人常用的吉祥字樣運用到旗人的命名上。入關以

後，一些旗人察覺到滿洲民族命名習慣的粗陋，故將漢人常用運的平安、

吉慶、福祿、壽喜……一類字眼運用到名字之中。道光年間，有蒙古旗

人布里訥什為其子取名福恩與福康，道光皇帝便斥責他「沾染漢人習氣，

殊屬忘本」，並要求各蒙古旗人，「總當以滿洲蒙古字義取名，不准輒用

漢字」。301 

(二)「漸染漢習」在研究取徑上的適用性 

    由上述討論可知，清中期以後的滿洲統治者常指責旗人改著漢裝以

及採用漢姓漢名為「漸染漢習」。然事實上，自清中期以降，不單只是

在服飾與命名上，旗人在許多方面都已深受漢文化影響，但卻未被指責

是「漸染漢習」，如：加入駐防地區當地民人清明掃墓的行列。有時，

甚至就連統治者自己所下的命令，亦會間接導致旗人與民人的關係愈來

愈密切，乃至縮小雙方在權利上的差距，終使彼此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模

糊。這種現象在司法審判上表現最為明顯，乾隆四十四年(1779)刑部議

定，凡遇旗民詞訟事件，悉歸州縣審理。此後，這條定例便一直沿用下

去。道光元年六月，奉天將軍奏請朝廷將單旗事件令旗員辦理，道光皇

帝認為旗員於刑名案件並不熟悉，如「強使聽訟」，「必難保其明允」，

故不准奏。並下令： 

                                                      
299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119，頁 12b-13a，道光七年閏五月下丁卯條。 

300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315，頁 21b-22a，道光十八年十月辛卯條。 

301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136，頁 42b-43a，道光八年五月壬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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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奉天州縣旗民事件，著仍照定例，悉歸州縣自行審理，旗員不

得干預。……除緊要重案仍照舊例，准行自行查拏外，其餘尋常案

犯均知會旗員拏解。302 

由於旗人與民人身分的不同，致使旗人在法律上享有種種特殊待遇，且

其審判機構亦分屬於八旗組織與地方民官兩套完全相異的系統。大體而

言，旗人的戶婚田土案件多由地方州縣衙門審理，然如果兩造均為旗人，

則不能單由地方官審理，而是必須要與各省理事廳員會審；303刑事案件

則多由地方官員會同地方旗員或理事廳員一同審理。304清廷對上述規定

甚為重視，道光十二年，多倫諾爾同知萬保即因在審理回犯旗人穆全時，

未與該旗理刑官雙福等會辦的緣故，被下令交部議處。305而且，朝廷亦

特別針對屯居漢軍旗人頒布類似的命令。屯居漢軍旗人散處於直隸各州

縣，距京較遠，對其佐領而言，礙於朝廷不准離京遠出的規定，難以查

察；但對地方州縣官來說，漢軍本屬旗人，向不歸其管轄。如此一來，

旗人便有漏洞可鑽，作奸犯科，毫無約束。為此，嘉慶皇帝頒布諭旨：

「嗣後屯居漢軍旗人，一切戶婚田土事件，俱歸所隸州縣一體管理。」
306 

    除了司法審判上，自十八世紀初期開始，乾隆皇帝便允許旗人在所

住外省地方置辦產業，准許他們將往生的家庭成員就地埋葬，並讓死去

                                                      
30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31-232，道光元年六月初七日，內

閣奉上諭。 
303
 不過，在京八旗則另有規定，按清制，在京八旗等控告地畝，毋得赴地方官衙門呈訴，均應

親赴部旗或步軍統領衙門呈明辦理。([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

卷 1118，〈八旗都統．田宅〉，頁 14a。) 
304
 鄭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 304-313。 

30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590，道光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內閣

奉上諭；《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238，頁 20a，道光十三年六月上癸丑條。 
306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77，頁 29a-29b，嘉慶十八年十月下庚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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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的遺屬留在原駐防地居住。307而且，至嘉慶五年(1800)，嘉慶皇帝

甚至同意駐防旗人於所在府參加考試，並在府學註冊，進而於嘉慶二十

一年允許旗人在所居省份參加鄉試。308無論如何，統治者的這些舉措，

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使駐防旗人或受駐防地的影響日益深厚，或在權利

上與民人的差距逐漸縮小，進而削弱與京師的聯繫，逐漸與當地文化融

合。 

    除了統治者所頒布的措施之外，旗人本身亦逐漸融入當地漢人社會，

參與漢人的民俗活動。以杭州駐防為例，許多將祖先葬於西湖附近的旗

人家庭，開始加入當地百姓清明掃墓的行列。而且，為了配合杭州當地

觀音菩薩誕辰的宗教活動，杭州駐防旗營在每年六月十八日的夜晚，取

消此夜杭州城錢塘門與涌金門的夜閉之禁。309由此而論，十八世紀以降，

杭州駐防旗人與杭州的關係和清初相較之下，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杭州

城中，這些旗人不再是征服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融入當地的杭州

旗人，與北京的關係日趨淡薄。另外，亦有出現移駐雙城堡的旗人欲將

其父母骨櫬遷葬雙城堡的案例。道光九年五月，移駐雙城堡閒散塔斯哈

(tasha)在告假未准的情況之下，私自前往京城，欲將其父母骨櫬遷回雙

城堡安葬，道光皇帝下令主管官員詳細調查。310自己遷居何處，即將父

母骨櫬遷至該處，代表已對移駐地區逐漸產生了認同感，以該地作為人

生最終的歸宿。 

    綜合上述討論，旗人入關以後，無論是滿洲統治者、八旗官員、兵

丁，抑或未披甲當差的八旗子弟，皆深受所在環境影響，進而發展出一

                                                      
307
 [清]張大昌，《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卷 19，〈祀宇志典．冢墓〉，頁 10b。 

308
 [清]張大昌，《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卷 10，〈科第志例〉，頁 1a-4b。 

309
 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們的漢人鄰居：一個清代城市中民族關係的個案〉，《中國社會科

學》，第 6期(北京，2007)，頁 192。 
3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222，道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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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適合當地生存環境的生活方式。這個發展過程相當複雜，實無法以「漸

染漢習」一詞蓋括描述。事實上，研究者在討論相關問題時，與其使用

帶有責備意含的「漸染漢習」字眼，不如用在地化一詞較顯客觀與中立。

所謂的在地化係指：旗入關以後，必須遷就所在環境而有所調整。進入

中原地區之後，旗人所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同於關外時期的社會，為了

適應大環境，其生活方式、文化與風俗必然會有所轉變與調適，不再獨

立於所處環境之外，從而逐漸適應當地社會，甚至放棄部分原來的傳

統。 

    面對八旗子弟受漢文化日益深遠的情況，清中期以後的滿洲統治者

曾採取諸多措施企圖有所改善，但效果不佳，其原因或可從在地化的角

度來解釋。以姓名為例，清中期以降，滿洲統治者或更改旗人的漢姓漢

名，或大聲斥責八旗子弟的此種行為，然成效卻微乎其微。究其原因，

入關之後，八旗人等身處漢人數眾多的環境之中，與漢人接觸頻繁。對

漢人來說，稱呼滿洲姓名既感拗口，更難於記憶。受所在環境的影響，

旗人為來往的便利起見，故選擇採用漢人的命名方式。因此，與其將這

種現象解釋成旗人仰慕漢俗，不如將其視為八旗子弟在地化的表現。更

進一步來看，入關以後，旗人居住在漢地，易受漢人生活方式的影響，

且他們選擇文化的動機，係來自日常生活的所需，而不是由皇帝的主觀

願望與權力來決定的。這或許就是儘管滿洲統治者不斷強調誡除「漢人

習氣」的重要性，但八旗子弟的表現卻背道而馳的關鍵原因之一。 

    另外，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滿洲統治者的心態問題。由上述討論可知，

清朝皇帝一方面針對服式、髮式以及漢姓漢名等方面指責旗人「漸染漢

習」，明確豎立滿洲與漢人之間不可踰越的界線；一方面又頒布諸多間

接導致旗人在地化的措施(儘管統治者本身並無這種意識)，甚至採用儒

家思想來治國。由此而論，即使滿洲統治者接受漢族的統治標準與儒家

正統，但這並不表示滿洲統治者真的以儒家文化為治國的思想，或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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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漢文化；而是以此為吸引漢人的手段，讓漢人感覺到旗人已經漢化進

而加以接納。換言之，雖然滿洲統治者採用漢人的典章制度來治理國家，

但這是一種有條件的、有限度的吸收，且僅僅作為一種統治手段而已，

並非真的仰慕華化。且與此同時，清朝皇帝仍不斷藉著各種機會強調本

民族特質，以維持滿洲的民族傳統。 

    綜上所述，盛清諸帝認為「漸染漢習」對清語、騎射以及淳樸風尚

等滿洲傳統舊俗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諸如：清語漸荒、騎射衰弱、生

活奢侈、競尚服飾、飲酒賭博、沉湎梨園以及忠君事上、勇於任事等特

色的漸趨淪喪。而且，「漸染漢習」亦表現在喜好文墨與改用漢姓漢名

兩方面。然而，自清中期以降，儘管旗人在法規人事上仍然佔盡優勢，

但因漢人各憑本事崛起，統治者便不能再任意輕視漢人而動輒扣上「漢

人習氣」之惡名，轉而改採其他字眼替代，如「外省習氣」。不過，嘉

慶、道光兩位皇帝有時仍然會針對服式、髮式以及漢姓漢名等三方面指

責旗人「漸染漢習」。 

    旗人傳統的服式與髮式皆有別於漢民族，且獨樹一格，然嘉慶朝以

降，八旗子弟改著漢裝的情形卻日漸嚴重，尤其是旗人女子。儘管統治

者時常苦口婆心地訓誡，但並未發揮成效。至於滿洲姓氏名字，固有其

傳統，且對統治者而言，更是「根本」所在，若不加以整飭，八旗人等

必將本姓遺忘。惟旗人採用漢人姓氏命名的情況，至嘉道時期愈加普遍，

其現象包括：將自己名字的前面冠以漢姓、連用漢文三字、同時有滿文

名字與漢文名字以及將漢文中的吉祥字樣運用至命名上。滿洲統治者曾

為此多次頒布訓諭，要求戒除此種習氣，可惜成效不彰。 

    「漸染漢習」係滿洲統治者對八旗人等的指責，然研究者可否據此

就將滿洲統治者或旗人受漢文化日益深遠的現象，概以「沾染漢習」、「漢

化」，甚至是「仰慕華化」的角度來解釋？首先，生活奢侈、競尚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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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賭博、沉湎梨園等現象，普遍存在於人類各個社會中，並非僅存在

於漢人社會。而且，這些現象與人性中好逸惡勞、貪享甘脂美食的口腹

之慾較為相關，其關鍵應在於生活條件能力，以及個人愛好奢華虛榮的

稟性，而與民族習性關係較小。其次，忠君事上、勇於任事等特色的漸

趨淪喪，實係行政官僚作風之流弊，不必然是漢人特有之惡習。再次，

自清中期以降，不單只是在服飾與命名上，旗人在許多方面都已深受漢

文化影響，但卻未被指責是「漸染漢習」。有時，甚至就連統治者自己

所頒布的命令，往往亦會在不知不覺中，間接導致旗人或受所在地的影

響日益深遠，或在權利上與民人的差距逐漸縮小，最後終致兩者之間的

界線愈來愈模糊，進而削弱與京師的聯繫，逐漸與當地文化融合。 

    由前述可知，旗人入關以後，無論是滿洲統治者、八旗官員、兵丁，

抑或未披甲當差的八旗子弟，皆深受所在環境影響，進而發展出一套適

合當地生存環境的生活方式。這個發展過程相當複雜，實無法以「漸染

漢習」一詞蓋括描述，故與其使用帶有責備意含的「漸染漢習」字眼，

不如用在地化一詞較顯客觀與中立。所謂在地化係指：滿洲入關以後，

為了適應大環境，其生活方式、文化與風俗必然會有所轉變與調適，不

再獨立於所處環境之外，從而逐漸適應當地社會，甚至放棄部分原來的

傳統。 

    就滿洲統治者而論，清朝皇帝一方面指責旗人「漸染漢習」，明確

豎立旗人與漢人之間不可踰越的界線；一方面又頒布諸多間接導致旗人

在地化的措施(儘管統治者本身並無這種意識)，甚至採用儒家思想來治

國。換言之，滿洲皇帝在強調本民族特質以維持滿洲民族傳統的同時，

亦有條件、有限度地採用漢人的典章制度來治理國家。在兩者之間取得

一平衡點，或許就是清朝成功統治中國的重要關鍵。再就八旗子弟來看，

入關以後，旗人居住在漢地，易受漢人生活方式的影響，逐漸在地化，

且他們選擇文化的動機，係來自日常生活的所需，而不是由皇帝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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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與權力來決定的。這或許就是儘管滿洲統治者不斷要求革除「漢習」，

但八旗子弟的表現卻背道而馳的關鍵原因之一。 

結語 

    綜觀此時期的旗務政策，有些係延續康雍乾時期的辦法，有些則為

康、雍、乾三朝所沒有實施的創舉。一方面來看，諸多延續康雍乾時期

的辦法顯示在此承平時期，滿洲統治者所採取的正是一種較為守成的旗

務政策。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延續的措施之中，仍存在著一些

調整，尤其是在增加養育兵額以及雙城堡與伯都訥屯墾兩方面。然無論

這些措施如何調整，始終不變的是統治者對八旗無微不至的呵護與照顧

之心。就另一方面而論，在「根本之地」——吉林頒發官刻善本清文書

籍、要求另派差使的八旗官兵亦須於下班之後隨眾操練弓馬技藝、要求

滿洲翰林於行圍之時學習騎射、遷移宗室回駐盛京、改軍屯公耕為分產

承耕、規定都統須親自抽驗包封後的旗兵餉銀等措施，則為康、雍、乾

三朝未施行的舉措。以往論者多謂自乾隆皇帝實施兩次大規模的漢軍出

旗以後，清廷的旗務政策便無太大的變化。然透過本文的研究可知，嘉

道年間無論在政策或實際作為上皆出現不少改變與創新，此正是先前研

究所忽略的地方。 

    透過本文的討論可知，清中期以後，儘管統治者優先照顧旗人的宗

旨係延續先前的旗務政策而來，但就其具體辦法來看，政策的方向與先

前已有很大的不同。不同於盛清時期透過扭曲政治、經濟資源的分配以

維持八旗成員的特權，此時的旗務政策已不再藉由剝削民人權利的方式

來強調旗人的特殊優越地位，轉而更加重視「旗人根本」，著重滿洲文

化的發揚，藉以保存清語、騎射等滿洲民族的特質，從文化上強調旗人

的特殊性與優越性。 

    然而，滿洲統治者在從文化上強調八旗之優越性與照顧八旗生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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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其所頒布的命令與措施，卻在不知不覺中促成旗人在經濟、法律

與文化上的齊民化，這恐為滿洲皇帝始料未及的。先就經濟層面來說，

自清初以來，滿洲統治者提供相當充沛的資源來贍養旗人，且給予八旗

子弟相當高的薪餉，故旗人不需像民人一樣自食其力，而過著舒適安逸

的生活，視朝廷的養贍為理所當然。降至清朝中葉，儘管滿洲皇帝仍然

相當重視對八旗生計的照顧，惟其作法與清初已有很大的不同，一改剝

奪民人資源用以照顧旗人的方式，轉而直接動員國家資源予以照顧。不

過，就政策實際執行的結果來看，當八旗人口繁衍過於快速，超出朝廷

的供養能力時，統治者只好培養他們自謀生計的能力，要求他們與民人

一樣，自食其力，促成了旗人在經濟上的齊民化。 

    再就司法層面而論，乾隆四十四年刑部議定，凡遇旗民詞訟事件，

悉歸州縣審理。此後，這條定例便一直沿用下去。至嘉慶年間，統治者

亦下令屯居漢軍旗人的戶婚田土事件，俱歸所隸州縣一體管理。如此一

來，旗人在司法權利上與民人的差距逐漸縮小，致使旗、民的法律地位

轉趨一致，逐漸與民人齊一，邁向法律上的齊民化。 

    接著再從文化層面來看，首先，清語騎射向被統治者視為「八旗根

本」，滿洲皇帝從未輕言放棄八旗的騎射傳統。然而，當國家經費有限，

統治者無力設置訓練場所或豢養馬匹時，就算有心維持此種文化傳統卻

也是力有未逮，使八旗在文化上的特殊性逐漸降低。其次，自十八世紀

初期開始，統治者便允許旗人在所住外省地方置辦產業，准許他們將往

生的家庭成員就地埋葬，並讓死去旗人的遺屬留在原駐防地居住。降至

嘉慶朝，滿洲皇帝甚至同意駐防旗人於所在府參加考試，並在府學註冊，

爾後，亦允許旗人在所居省份參加鄉試。統治者的這些命令與舉措，往

往在潛移默化之中使駐防旗人受所處環境的影響日益深厚，逐漸與當地

文化融合。再次，除了統治者所頒布的命令與措施之外，旗人本身亦受

所在環境影響，不再堅持清語、騎射……等滿洲傳統文化，轉而逐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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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化，漸漸融入當地民人社會；甚至參與當地的民俗活動，諸如：將父

母骨櫬從京城遷至移駐地區、加入當地清明掃墓的行列……等等。久而

久之，八旗人等便對所在地區產生了認同感，漸趨與民人齊一。 

    由此可知，統治者的能力問題與旗人的在地化實係此一時期八旗子

弟齊民化的重要原因，這兩項因素在潛濡默被之中縮短了旗人與民人在

經濟、法律與文化等三方面的差距，使旗人邁入齊民化的初始階段。 

 





 

 

第三章  戰亂時期旗務政策的調整 

(1840—1864) 

    道光二十年(1840)到同治三年(1864)之間，內憂外患頻仍，此時的中

國外有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內有太平天國動亂、捻亂、苗亂與回亂，

故稱之為「戰亂時期」。這時，旗務問題的性質已有所轉變，戰亂與西

力衝擊成為旗人與民人共同面臨的問題。戰亂頻仍的時代，軍費浩繁，

國家財政出現危機，為了籌措軍費，統治者被迫削減八旗兵餉，要求旗

人共體時艱；甚至廢除旗民交產的禁令，不再保護旗人的房屋、土地。

同時，在西力衝擊的影響下，外語能力與洋槍洋炮愈來愈為重要，面對

前所未有之變局，滿洲統治者開始調整旗務政策，並採取了先前未曾有

過的舉措，設立同文館與神機營，藉以加強旗人的外語能力與洋槍洋炮

的使用。 

第一節  八旗兵餉的削減 

八旗既為「國家根本」，朝廷給予旗人諸多生活上的保障，其中一

項即為建立起一套糧餉制度。八旗兵餉稱之為「錢糧」，1主要包括月餉

和歲米為主，這種制度使八旗兵丁不必從事生產，只需坐食錢糧即可享

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故被譬之為「鐵桿莊稼老米樹」。根據《欽定大清

會典事例》的記載，旗人的薪餉可分為宗室俸祿、公主額駙俸祿、世爵

世職俸祿、文武京官俸祿、京城八旗兵餉以及八旗駐防武職丁糧馬乾等

六部分。其中，就與本文較為相關的京城八旗兵餉與八旗駐防武職丁糧

馬乾等項目來看，在京城八旗兵餉方面，京師前鋒、親軍、護軍、領催、

                                                      
1
 都統、副都統、將軍、參領、佐領、驍騎校等八旗官員的薪給不稱「錢糧」，而是稱之為「俸

銀」、「俸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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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匠長，月給餉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

十八斛；步軍領催，月給餉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鐵匠一兩至四，兩

皆歲支米二十四斛；礮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教養兵月給銀

一兩五錢，不給米。2至於八旗駐防武職丁糧馬乾，將軍家口四十名，

馬五十匹；副都統家口三十五名，馬四十匹；協領家口三十名，馬三十

匹；佐領家口二十名，馬二十匹；防禦家口十有四名，馬十有五匹；驍

騎校、有品級筆帖式，家口十有二名，馬十匹；未入流筆帖式、領催、

驍騎，家口七名，馬六匹；弓匠、鐵匠，家口五名，馬三匹；驍騎、礮

手，月給餉銀二兩；弓匠、鐵匠一兩；水師營兵，與陸路兵同；水手艌

匠，二兩至一兩不等。3 

由上述可以發現在八旗兵丁當中，前鋒、護軍的待遇較高，錢糧豐

厚；馬兵、步兵的收入較低，錢糧相對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往往為

八旗滿洲、八旗蒙古所專擅，後者則多由八旗漢軍擔任。另外，由在京

驍騎每名月餉三兩，而駐防驍騎每名月餉卻僅有二兩的情形可知，即便

屬於相同兵種，駐防八旗的待遇較在京八旗為低。由此而論，滿洲統治

者對於八旗兵餉的分配，亦含有一種差序格局，意即由較接近統治核心

之八旗滿洲與八旗蒙古所擔任的前鋒、護軍等職缺，其糧餉較為豐富，

尤以在京者為甚；反之，由位於統治集團最外環之八旗漢軍所擔任的馬

兵、步兵，其糧餉則較為微薄。顯示滿洲統治者優養八旗滿洲、八旗蒙

古的意圖是相當明顯的。 

                                                      
2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臺北：啟文出版社，1963年)，卷 254，

〈戶部．俸餉〉，頁 1a-1b。 
3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255，〈戶部．俸餉〉，頁 1a-1b。

不過，本文在此列舉者，僅為一綜合性概括的敘述。事實上，各地駐防八旗兵丁的月餉、

歲米另有定例，且各地給餉的標準也不一致。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詳見陳鋒，《清代軍費研

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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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削減八旗薪餉的辦法 

這種照顧八旗兵丁的糧餉制度，在清中葉以前基本上維持不變。然

而，自咸豐朝以降，內憂外患不斷，戰亂頻仍，軍費浩繁，餉枯庫竭。

在此情況之下，朝廷不得不採取消減旗兵俸餉的措施，4要求八旗兵丁

共體時艱。5延茂在其議論八旗兵餉的奏摺中，指出了十九世紀以來削

減旗人俸餉的大趨勢，原摺略謂： 

咸豐年間因彼時餉枯庫竭，庫儲不過二十餘萬，爰命諸臣集議，不

                                                      
4
 此時朝廷減發旗餉的對象多以八旗兵丁為主，宗室俸祿、公主額駙俸祿、世爵世職俸祿、文

武京官俸祿等較少被削減。惟咸豐四年(1854)閏七月十八日，咸豐皇帝因惠親王等人奏請

變通抵放王公大臣秋俸，故而下令將王公大臣咸豐四年的秋季俸銀減半支放。(中國第一歷史

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198，咸豐四年閏七月

十八日，內閣奉上諭。)而且，為了籌措餉銀，肅順甚至著手削減滿族皇糧。([清]黃濬，《花隨

人聖盦摭憶》(上海：上海書店，1998年)，頁 497。)然而，削減俸餉的事仍較少發生在宗室俸祿、

公主額駙俸祿、世爵世職俸祿、文武京官俸祿等方面，故暫不納入本文討論的範圍。另外，

在平時常例俸餉制度之外，另有一套戰時俸餉制度，稱之為「行糧」，為一種在戰爭期間給

予官員兵丁的補貼。這套行糧制度在乾隆朝後期始有統一的規定，包括：出征行裝銀、出征

鹽菜銀以及出征口糧。(相關研究詳見陳鋒，《清代軍費研究》，頁 48-61。)不過，嘉慶朝以降，鮮

少關於八旗出征行裝銀、鹽菜銀以及出征口糧的記載，故難以論斷在這波削減八旗兵餉的浪

潮中，旗兵的行糧是否亦遭到削減。目前僅知御史怡康曾於咸豐三年(1853)奏請朝廷撥派在

京八旗及三省勁旅速赴江南攻勦，並酌減行裝銀兩。對此，咸豐皇帝下令軍機大臣悉心酌核，

據實奏聞。(《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86，頁 8a，咸豐

三年二月下戊戌條。) 
5
 與此同時，綠營兵丁的薪餉亦遭朝廷裁減。《左恪靖侯奏稿初編》記載：「(綠營)夫以餉額

之薄如此，又從而減之，不能贍兵之身家，并不能贍兵之口體，不聽其別營生理必不可

得。」([清]左宗棠，《左恪靖奏稿初編》，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502冊，卷 34，〈謹擬減兵加餉就餉練兵摺〉，頁 18a。)由此可知，綠營兵丁的薪餉微薄，

但朝廷仍削減其餉，致使其生計困難，不得不另外營生。另外，光緒十一年十一月的上諭

亦提到：「王公及在京官員俸銀，京師旗綠各營兵丁餉銀並太監錢糧，自光緒十二年正月起，

一律仍照舊制，全數放給。」(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307，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懿旨。)顯示綠營兵餉於先前曾被

朝廷削減成數，所以現在要按照舊制全數發給。惟筆者目前尚未見及其他朝廷削減綠營兵

餉的命令，故目前僅能以這兩則史料作為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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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議減兵餉，而米折庫銀尚不忍遽議裁革。迨同治年間，寇亂雖

平，餉源尚未復舊，穆宗毅皇帝軫念兵丁艱苦，特沛殊恩，漸復成

數，是以食三兩四兩五兩錢糧者，按五成折給；食二兩錢糧暨一兩

五錢糧者，按六成折給；至鰥寡孤獨四項養贍，按八成實給。6 

咸同年間(1851-1874)，滿洲統治者削減八旗兵餉的方式包括：餉銀折發

制錢、搭放制錢發給與減成發放。7在餉銀折發制錢、搭放制錢發給方

面，8咸豐初年，朝廷發放八旗兵餉的方式大體上為五成發給實銀，其

餘則搭放制錢。9咸豐三年(1853)八月二十四日，咸豐皇帝因戶部奏請變

通俸餉放款，故而頒布諭令：「除原搭餉錢照舊支放外，其餘應領餉銀，

自十月為始，均按制錢兩串折銀一兩發給。」10次年，覆准兵丁領項，

每兩照餉銀折給制錢二串。11值得注意的是朝廷不發給八旗兵丁實銀，

轉而搭放制錢，實為一種變相的減薪。原因在於銀與銅錢皆為金屬貨幣，

本身即具有價值，且銀的價值遠較銅錢為高，所以將八旗兵丁應得的實

銀改為銅錢發放，必然會使旗兵所得薪餉大為縮水。12 

                                                      
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129434，〈奏請飭令停議縮減八旗兵

餉事摺片〉，光緒。 
7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254，〈戶部．俸餉〉，頁 19b-20a。 
8
 在清政府調整政策，搭放制錢發給兵餉之前，八旗兵丁的薪餉本為全數支給實銀。 
9
 《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 208，頁 19b-20a，咸豐六年九月下戊寅條。 
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304，咸豐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內閣

奉上諭。不過，至咸豐十一年(1861)年改為「制錢四串，改折實銀一兩」。([清]崑岡等奉

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214，〈戶部．錢法〉，頁 17b。) 
11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254，〈戶部．俸餉〉，頁 20a。 

12
 不過，在乾隆年間，當銀錢比價波動時，朝廷往往於搭放制錢給八旗兵丁的同時，盡量給予

他們種種兌換的優惠，使其所蒙受的損失降至最低，進而確保八旗生計的穩定。但是，目前

筆者尚未見及戰亂時期有相類似的史料記載。關於乾隆皇帝給予八旗種種兌換優惠的討論，

詳見上田裕之，〈清、康熙末年から乾隆初年の京師における制銭供給と八旗兵餉－－「征

服王朝」清朝による八旗生計の保護に関連して〉，《史学研究》，第 249期(廣島，2005年)，

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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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豐三年，為了解決財政困難，並彌補金屬貨幣的缺陷，13花紗納

提出發行官票等同銀兩流通的方案，惠親王綿愉亦建議朝廷應該發行寶

鈔，使其等同制錢流通。14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咸豐皇帝同意了戶部

議定的發鈔章程，下令發行官票與寶鈔，並規定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

寶鈔二千抵銀一兩。15與此同時，朝廷亦開始在戶部、工部的寶泉、寶

源兩局鑄造並發行大錢。大錢為「淨銅鑄造」，16其面額為「當千至當十，

凡五等」，「重自二兩遞減至四錢四分」。17職是之故，自咸豐三年以起，

八旗兵餉除了發放實銀與制錢外，亦開始搭放官票、寶鈔與大錢。然而，

咸豐四年(1854)五月，此項定例出現了變化。咸豐皇帝因鑄錢「續有成

數」，所以下令由錢文抵撥寶鈔，旗餉日後便不再搭放寶鈔。18此後，八

旗薪餉搭放的種類便僅有制錢、官票與大錢三種。舉例而言，守護陵寢

                                                      
13
 銀與銅錢皆屬於金屬貨幣，其優點在於幣值較為穩定，但卻有以下缺點：第一、銀為稱量

貨幣，由於各地銀兩的成色不一，稱量衡器亦有出入，因而折算煩瑣複雜。第二、中國雖

然是用銀大國，但國內本身的產銀不多，如遇國內對銀的需求增加，而對外貿易又出現逆

差時，必然會導致銀價上漲。第三、作為輔助貨幣的制錢也容易因原料的缺乏和成本的上

漲而出現私鑄劣錢的情形。詳見周志初，《晚清財政經濟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

頁 87。 
14
 周志初，《晚清財政經濟研究》，頁 87。 

15
 咸豐皇帝於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頒布命令：「著照部議，凡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

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准以官票、錢鈔五成為率。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寶

鈔二千抵銀一兩，與現行大錢、制錢相輔相行。其餘仍交納實銀，以資周轉。京外各庫應

放之款，官票、寶鈔亦以五成為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頁 408，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 
16
 大錢一開始是由銅製造的，後出現鐵制大錢，有當一、當五、當十等三種；爾後，戶部又

認為鐵既可以抵銅，鉛似可以佐鐵，所以一度鑄造鉛制大錢，作為搭配的散錢。詳見宓汝

成，《清代全史．第八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 203。 
17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年)，第 5冊，卷 131，〈食

貨五．錢法〉，頁 3570。又「大錢當千至當十，凡五等，重自二兩遞減至四錢四分」意即面

額一千文的制錢一枚，重二兩；五百文的重一兩六錢；一百文的重一兩四錢；五十文的重

一兩；十文的重四錢四分。之後，又增加面額五文的大錢，重二錢二分。 
1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130，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內閣

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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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八旗兵丁的薪餉，即按實銀五成，官票銀三成，制錢二成的比例發放。

不過，載華、端秀、穆隆阿等人認為這些兵丁飢寒窘迫，當差苦累，生

計維艱，所以於咸豐八年(1858)上奏咸豐皇帝，希冀改折銀七票三，或

是按實銀八成，官票二成給發，咸豐皇帝遂下令戶部查議速奏。19 

    事實上，無論官票、寶鈔以及大錢，其價值皆遠遠不及銀，所以朝

廷以這些搭放八旗兵餉亦為一種變相的減薪。就官票、寶鈔而言，此二

者經常被合稱「官票寶鈔」、「銀票錢鈔」、「票鈔」，皆為紙幣的一種。

清政府發行紙鈔時，在沒有足夠準備金的情況之下，大量印製官票與寶

鈔，造成通貨膨脹，致使紙鈔價值越來越低；再加上民眾對票鈔亦缺乏

足夠的信心，終導致紙鈔的購買力大為下降。據統計，咸豐九年(1859)

十一月，北京實銀每兩換銀票約二十兩，銀票購買力跌了 95%；至咸豐

十一年(1861)，紙鈔幾乎成為廢紙，喪失了 97%的購買力。20就大錢來說，

與原來鑄制錢一千文須銅七斤相比，面額相等的當千大錢僅須用銅二兩，

兩者質量相差甚大，必然導致用舊制錢私鑄大錢的情形日益興盛。而大

錢的流通量愈大，則進一步導致大錢的貶值，造成物價上漲，形成內閣

學士袁希祖所謂「旗餉月三兩，改折錢十五千，致無以自活」的情況。
21 

    在八旗薪餉減成發放方面，咸豐十年(1860)，咸豐皇帝奏准將八旗

兵餉分別減成，驍騎校等項官兵，按四成實銀，二成錢折開放；技勇養

育兵等，按五成實銀，二成錢折開放；槍甲等，按六成實銀開放。22換

言之，一般八旗兵丁只能領到原餉的六到七成，生活陷入困境。例如：

                                                      
1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 406009782，〈奏為兵餉米折搭放票

銀成數擬請量予變通以濟兵艱事〉，咸豐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20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834、888。 

21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13冊，卷 429，〈列傳二百九．袁希祖〉，

頁 10267。 
22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254，〈戶部．俸餉〉，頁 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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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屯居旗人大半皆衣食不足，甚至有女子至十三、四歲尚無褲子可穿

的現象，困苦萬分。23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財政困難，迫使滿洲統治者採取餉銀折發制錢、

搭放制錢二成發給以及減成發放等不利於八旗兵丁生計的措施，但朝廷

仍時常採取加放鐵制錢與實銀等措施來體恤八旗兵丁。在加放鐵制錢方

面，咸豐八年正月，惠親王等奏請將八旗兵餉鐵制錢，酌擬於三個月內

暫加一成。咸豐皇帝亦認為物價昂貴，致使兵丁生計維艱，所以下令：

「自三月起至五月止，每月加放鐵制錢一成，以示體恤。至六月以後，

仍搭放鐵制錢二成，俟該局鼓鑄充裕，再行酌擬加成搭放。」24同年九

月三十日，咸豐皇帝認為此時正值冬令，且物價未平，深恐八旗兵丁生

活拮据；而且，據惠親王等查明，鐵錢局所鼓鑄的錢文尚堪敷用。因此，

他頒布諭令：「自十月起，至十二月止，每月仍加放鐵制錢一成，以示

體恤。」25 

    在加放實銀方面，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朝廷因米糧騰貴，銀價

日增，錢法壅滯，兵丁生計維艱，故而下令從該年五月起，所有在京八

旗月餉應發鈔票(折銀三十五萬一千兩)內，搭放實銀三成；而且，其八

旗應放粟米折色，亦加倍放給。26然而，此舉似乎對改善旗人生計無太

大助益，旗兵的生計仍尚形竭蹷。因此，咸豐皇帝於該年七月二十八日

再度頒布諭旨： 

自本年八月為始，所有八旗及巡捕各營兵丁月餉，應放票鈔折銀三

                                                      
23
 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頁 220。 

24
 《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 244，頁 14b-15a，咸豐八年正月下甲辰條。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437，咸豐八年九月三十日，內閣奉

上諭。 
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218，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內閣

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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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萬一千兩零內，著加恩再加放實銀二成，共搭放實銀五成，著

戶部即隨時籌款給發。其旗營每月應放二成鐵制錢文，著每串以二

成鐵制錢，八成銅當十錢，配搭放給，以示體恤。27 

儘管如此，八旗兵丁的生計卻依然窘迫。咸豐十年二月，惠親王等人會

同軍機處與戶部，上呈〈加兵餉實銀並變通鈔票出入章程〉一摺，內稱：

京城各旗營兵餉，自上年歷次搭放實銀以來，兵丁領項較前雖覺寬裕，

惟念物價仍未平減，兵丁不免拮据。咸豐皇帝因而下令：「除二成錢，

四成實銀，照舊放給外，著加恩自三月為始，將應折四成票鈔，改放三

成實銀，以示體恤。」28值得注意的是，從字面上來看，「四成票鈔」較

「三成實銀」少了一成，似乎變相削減了八旗兵餉；然而，由於大量印

製票鈔造成通貨膨脹，紙鈔價值愈來愈低，最後甚至無法流通，所以「三

成實銀」的價值遠高於「四成票鈔」。朝廷以前者代替後者發給八旗薪

餉，足可見咸豐皇帝對八旗兵丁的體恤之心。 

    咸豐年間(1851-1861)，八旗兵丁尚可領到原餉的六、七成，但降至

同治初年，軍費浩繁，國庫左支右絀，八旗兵餉被削減的數額愈趨增大。

同治元年(1862)，戶部奏請再減在京八旗兵餉，對此，僅管滿洲統治者

斥責戶部平日未能事先預謀，但最後仍批准了戶部所提的方案，下令：

「所有豫放明年正月兵餉，著該部仍照舊給發五成實銀，二成現錢。自

明年二月起，方准照戶部所請，暫減一成，統以四成實銀，二成現錢放

給。」29再者，此時朝廷每年僅能支發四個月或四個半月的兵餉，且積

欠薪餉的情形亦時有所聞，這些種種皆導致八旗兵丁可領的兵餉遠少於

                                                      
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395，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內閣

奉上諭。 
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58-59，咸豐十年二月初九日，內閣

奉上諭。 
29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 51，頁 26a，同治元年十二月

上癸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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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時期，生活無以為繼。職是之故，山東巡撫閻敬銘遂於同治三年二

月二十二日奏請：「山東滿洲營官兵俸餉擬請按月先發五成，似庫款充

裕，再行照舊全支。」30同年六月，山東的青州副都統恩夔認為雖然青、

德兩滿洲營官兵按月支領五成薪餉，但仍然不敷差操餧養，所以奏請將

滿洲營歲需俸餉、米折、馬乾等項，概按八成給發。針對恩夔的奏報，

同治皇帝下令戶部妥議具奏。31值得注意的是八旗兵丁生計日益維艱的

情形，也容易使八旗人心思變，尤其受洋教利誘，率習其教。當時不少

旗人入洋教，倚仗教會，「飽煖有藉，顧忌毫無」。湖廣道監察御史朱學

篤相當擔憂這種情況，他認為：「足兵，必先足食，養贍不給而凍餒荷

戈，其勢有所難堪。其心因之不固，倡邪教者乘間潛煽，餌之以利，誘

入其途。」因此，當國庫逐漸充裕之時，他便奏請將八旗兵餉酌加數成，

藉以「維人心而固國本」，達到「雖有外侮，不戰而自勝」的目的。32 

(二)削減辦法的缺失 

    即便滿洲統治者希冀藉由餉銀折發制錢、搭放制錢二成發給以及減

成發放等三種方式削減八旗兵餉，進而節省國家開支，減輕財政負擔，

但這些舉措實有其缺失。其一，八旗兵餉按制錢兩串折銀一兩發給實有

其困難度，尤其是當銀價驟減時，兵餉折錢支放便會遇到諸多窒礙。陝

西巡撫兼署固原提督吳振棫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於咸豐五年(1855)十

月初十日所上的奏摺中指出：「銀價每兩易錢在二千文以外，有盈無絀，

用資補救。今銀價頓減，倘減至兩千以內，即實銀一兩，已不敷折發錢

                                                      
3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94684，〈奏為山東滿營官兵俸餉先

發五成由〉，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3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97236，〈奏報青德二滿洲營官兵歲

支年額俸餉情形〉，同治三年六月初二日。 
3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99325，〈奏請懇恩酌加八旗兵餉數

成以維人心而固國本〉，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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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若仍以二千文折發，其中耗折更多。」針對這個問題，吳振棫自己

亦提出一套解決辦法，他說：「如銀價每兩仍在兩千文以外，尚可照依

兩千定章支發；若減至兩千以內，所有應發兵餉應否隨時按照每兩市價

折發錢文？」對此，咸豐皇帝下令戶部速議具奏。33 

    其二，自餉銀折減後，八旗官兵不能如期領到俸餉的情形時有所聞。

例如：咸豐六年，烏魯木齊都統倭什琿布即因甘肅省欠解咸豐五年烏嚕

木齊餉銀的原因，上奏朝廷：「現雖以銀錢分別搭放，若不將原議五成

現銀如數撥解，恐致過形窘迫，關繫邊防。」咸豐皇帝認為倭什琿布所

奏均屬實情，並指出：「邊疆要地，兵餉最關緊要，若不迅籌接濟，恐

軍心渙散，甚至鼓譟生變。」因而下令陝甘總督易棠：「照倭什琿布所

請，將甘肅省咸豐五年應找烏嚕木齊協餉欠項，及本年應撥五成實銀，

先行設法陸續措撥，以資接濟。」34又如：甯夏滿洲營餉銀向由甘肅藩

庫按季支領，但自咸豐七年(1857)夏季起，至次年五月止，分文未支。

對此，咸豐皇帝下令：「所有陝甘省欠發甯夏滿洲營，本年春季並現屆

夏季餉銀、米折馬乾銀兩及上年夏秋冬三季馬乾等項，一併迅速支發，

毋稍遲延。」35 

(三)減少八旗紅白事賞銀的發放 

    除了削減八旗兵丁的薪餉之外，財政拮据亦使滿洲統治者開始減少

八旗紅白事賞銀的發放。按清制，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前鋒護軍領催

等，婚嫁事給銀十兩，喪事給銀二十兩；馬甲婚嫁事給銀六兩，喪事給

銀十二兩；步軍及食一兩錢糧之執事人等，婚嫁事給銀四兩，喪事給銀

                                                      
3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 406006899，〈為銀價驟減兵餉折錢

支放諸多窒礙請旨飭部議覆遵行事〉，咸豐五年十月初十日。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251，咸豐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

諭。 
3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218，咸豐八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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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兩；食二兩錢糧之養育兵十歲以上者，喪事給銀八兩，婚嫁事四兩，

九歲以下者，不准給，如伊父母事，仍照例給予。36 

    然而，這種體恤八旗兵丁的紅白賞卹銀制度，在咸豐朝以降出現了

重大變化。咸豐年間，戰亂不斷，軍費浩繁，為了節省國庫支出，咸豐

皇帝遂咸豐三年九月初二日帝頒布諭旨： 

所有宗室覺羅現任食俸官員本身紅白事，暨閒散宗室、覺羅紅事賞

卹銀，並八旗官員紅白事及兵丁紅事賞卹銀，均暫行停止。其閒散

宗室、覺羅白事卹銀，暫停一半。八旗兵丁白事卹銀，仍照舊賞給。

一俟庫款稍充，再行查照舊章辦理。37 

當國家經費短缺時，為了節省國庫開銷，凡列在旗籍者，理應體諒政府，

配合朝廷旨意行事。不過，仍然有一些宗室覺羅及八旗人等無法接受紅

白事賞銀被取消的事實，亦有因特殊情況而奏請咸豐皇帝調整命令者。

朝廷發布諭旨隔天，總管內務府即奏稱： 

宗室覺羅及八旗人等未肯即行停止。……內務府三旗支食錢糧人等，

家計寒素者居多，皆賴有恩賞銀兩，礙難與官一律。擬請將紅事賞

銀先行暫停，其白事賞銀仍按照道光二十三年酌減二成之例賞給，

以示體恤。38 

對此，咸豐皇帝硃批：「著照所奏行，俟經費稍裕，即應愎(復)舊。」39再

                                                      
36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39，〈八旗都統．優恤〉，頁

1a-1b、6a。 
3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311，咸豐三年九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 
3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 406004874，〈奏為遵旨妥議宗室覺

羅及八旗紅白賞卹事宜請訓示遵行〉，咸豐三年九月初三日。 
3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 406004874，〈奏為遵旨妥議宗室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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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總管內務府所奏「八旗人等未肯即行停止」一句可知，一道上諭

頒布之後，不太可能立刻付諸實行。以廣東駐防為例，該地區直至咸豐

五年始執行朝廷於咸豐三年頒布關於八旗紅白賞銀的命令。《駐粵八旗

志》記載：廣東駐防之前鋒、領催、馬甲、礟手、匠役、副甲、無米礟

手、步甲、養育兵、餘兵、孀婦、孤子、水師領催、水師兵、副工兵、

木艌匠、八旗閒散進士、八旗候補候選文武微員、八旗閒散舉人、八旗

貢監生員、自幼殘疾未經挑差之閒散人、養育兵、嫁女之旗人之家等的

紅事賞銀，均於咸豐五年停止；其白事賞銀照舊支給，惟改為每年由藩

庫折半領回銀三千一百五十兩。40 

    儘管朝廷取消了宗室覺羅現任食俸官員本身以及八旗官員的紅白

事賞卹銀，只保留閒散宗室覺羅與旗兵的白事卹銀，但這對節省國庫開

支的助益有限。因此，滿洲統治者不得不於咸豐八年下令停放八旗兵丁

的白事卹銀。41 

    綜上所述，滿洲統治者認為旗人為「國家根本」，所以給予他們諸

多生活上的保障。然而，自道光二十年以降，戰亂頻仍，餉枯庫竭，在

此情形之下，統治者不得不調整旗務政策，不再保障旗人的經濟來源。

為了緩解國庫壓力，朝廷採取餉銀折發制錢、搭放制錢發給以及減成發

放的方式削減八旗兵餉。不過，這些方式亦有其缺失，其一，當銀價驟

減時，若仍按制錢兩串折銀一兩發給，則不敷折發錢數；其二，自餉銀

折減後，八旗官兵不能如期領到俸餉的情形時有所聞。再者，除了削減

                                                                                                                                       
羅及八旗紅白賞卹事宜請訓示遵行〉，咸豐三年九月初三日。 

40
 [清]長善，《駐粵八旗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99年)，卷 3，〈建置．銀庫〉，頁 22a-22b；

卷 6，〈經政．右司庫項〉，頁 18a-25b。須特別注意的是此處所謂「改為每年由藩庫折半

領回銀三千一百五十兩」，指的是從藩庫領回的銀兩數減半，並非發給八旗兵丁的白事餉銀

減半。廣東駐防旗人的紅白賞銀，原本每年由藩庫領回銀六千三百兩，存於旗庫。咸豐五

年，因停發紅事賞銀，開銷減少，故從藩庫領回一半(三千一百五十兩)即可。 
41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39，〈八旗都統．優恤〉，頁

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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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兵丁的薪餉外，朝廷也開始減少八旗紅白事賞銀的發放，並於咸豐

三年停止八旗紅事賞銀，之後更於咸豐八年停放八旗兵丁的白事卹銀。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段時間財政困難，迫使朝廷削減八旗兵餉，但統治

者仍不忘照顧旗丁的生計，時常採取加放鐵制錢與實銀等措施來體恤八

旗兵丁。 

    道光二十年到同治三年之間，內憂外患頻仍，國家正面臨危難之際，

受大時代環境的影響，滿洲統治者一改優先照顧八旗的原則，轉而以國

家財政利益為優先考量。此時，八旗兵丁與一般非旗兵一樣，皆被朝廷

削減兵餉，致使八旗兵丁在薪餉上不再享有特殊待遇，與一般漢人兵丁

的差異逐步縮小，在經濟上漸漸走向齊民化。 

第二節  旗民交產禁令的廢止 

    旗民交產係指旗人與民人之土地、房屋的典當與買賣。其中，旗人

所擁有的土地稱之為旗地，其所擁有的房產則稱之為旗房。就旗地而論，

旗地的形成主要是透過圈地與帶地投充兩種途徑。所謂圈地，指的是清

初滿洲統治者在直隸等地方所進行的大規模圈占土地活動，並由國家將

這些土地授予旗人，希冀達到以地養兵的目的，為一種土地國有政策；

帶地投充則為開放一般民人帶著土地，加入八旗充當旗下奴隸。入關之

初，凡宗室、貝勒、貝子、將軍等人的莊園，佔地達一萬三千三百三十

八頃之多；勳戚世爵、職官軍士等人的莊園，則佔十四萬二十八頃左右。
42儘管八旗人等擁有龐大田產，但他們怠於耕作，招民人承種旗地，坐

獲租息，旗地遂成為旗人的重要生計來源之一。就旗房而言，順治初年，

清廷圈占京城內的民房，朝廷無償分配給「從龍入關」的八旗官兵。原

                                                      
42
 [清]魏源，《聖武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 14，〈武事餘記．軍儲第四篇補

注〉，頁 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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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居民，除了投充旗下者外，其餘均被迫遷至外城，直到順治六年(1649)

始告結束。43由於旗人的房屋為國家統一調配，所以旗房的所有權屬於

國有，旗人僅有居住權與使用權。 

(一)清初旗民交產禁令的頒布 

    清朝統治者認為旗人能以少數軍隊在短時間內統一中國的關鍵即

在於「以弧矢威天下」，44而八旗勁旅「克奏膚功」，45故特別強調「八旗

為國家根本」。46為了鞏固「國家根本」，進而維持清朝政權的穩定，統

治者相當重視八旗生計的照顧。而極力設法保持旗人的產業，只准旗產

在旗人間交易，使其不被民人所占有，正是照顧旗人生計的方法之一。

康熙九年(1670)，康熙皇帝規定：「官員、甲兵地畝，不許越旗交易，其

甲兵本身種地，不許全賣。」47一方面限制旗人之間的土地買賣，不許

全賣；另一方面又有條件地准許旗人在本旗內買賣旗地。不過，將旗地

的買賣限制在本旗內進行，有其困難，不易執行。因此，乾隆二十三年

(1758)，清廷放寬禁令，頒布法令：「嗣後旗人田地，遇有緩急，……情

願出賣者，准其不計旗分，通融買賣。」48從此，旗地被允許在旗人之

間自由買賣，成為旗人的私有土地。49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民人不准交易

                                                      
43
 劉小萌，〈從房契文書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產〉，《歷史檔案》，第 3期(北京，1996)，

頁 83。該文後收入氏著，《滿族的社會與生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頁

262-282。 
44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首一，頁 10a，〈仁宗睿皇帝

實錄序〉。 
45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首一，頁 10a，〈仁宗睿皇帝實錄序〉。 

4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8年)，第 1冊，頁 45，

乾隆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諭。 
47
 [清]鄂爾泰等纂，《八旗通志初集》(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卷 18，〈土田志一〉，

頁 18a。 
48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557，頁 6b，乾隆二十三年二

月下甲戌條。 
49
 旗人之間的旗地買賣，歸各旗佐領管理，不同於民地買賣歸各州縣管理。旗人入關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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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地之外，清廷也於順治七年(1650)三月下令：「民間土地房屋，禁止滿

洲置買。」50顯示旗民交產的禁令，並非僅止於禁止旗產賣與民人，旗

人亦不被允許購買民人的土地、房屋。 

    儘管滿洲統治者嚴禁旗民交產，但民典旗地的現象，自康熙二、三

十年之間就已經存在。51為了避免觸犯禁止旗地買賣的禁令，旗地交易

多以典當和長租的形式出現。典當的期限很長，有長達百年以上者；而

長租則是一種出租年限較長的租種關係，租期長達十年、二十年之久，

實與「私典無異」。52事實上，無論典當或長租，皆為變相的土地買賣。

御史赫泰曾說：「在旗地畝，向例不許賣與民間，俱有明禁。因旗人時

有急需，稱貸無門，不敢顯然契賣，乃變名曰老典，其實與賣無二。」
53再者，旗人典當出去的旗地，很少有自己贖當的現象，顯示當時旗地

的典當無異是一種土地買賣。54 

    雍乾時期(1723-1795)，滿洲統治者針對旗民交產的問題，做了些許

                                                                                                                                       
採取旗民分治的統治方式，管理民人仍沿襲明代的制度，設立省、府、州、縣衙門；管理

旗人則設佐領、參領等。然而，清初佐領對於旗地買賣並不過問，致使乾隆年間京畿附近

八旗官兵的旗地典賣數量超過三分之二。儘管雍正皇帝已經意識到旗地典賣的嚴重性，卻

一直要到乾隆時期才開始規定旗地買賣須有佐領圖記，並須繳納土地交易稅之後，方可取

得執照。詳見賴惠敏，〈從契約文書看清前期的旗地政策與典賣(1644-1820)〉，《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2期(臺北，1999)，頁 160。 
50
 [清]鐵保等奉敕纂修，《欽定八旗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6年)，卷 62，〈土田志〉，頁 19a-19b。 
51
 赫泰曾上〈籌八旗恆產疏〉，疏中提到：「民典旗地之事，自康熙二、三十年之間即有此風。」

([清]赫泰，〈籌八旗恆產疏〉，收錄於琴川居士輯，《皇清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卷 45，頁 16a。) 
52
 直隸布政使觀音保曾於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十九日奏稱：「八旗地畝典賣與民，例禁甚

嚴，惟許租與民人耕種。嗣因有出租至十年、二十年之久者，名曰長租，以其即與私典無

異。」詳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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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下冊，頁 1453。 
53
 [清]赫泰，〈復原產籌新墾疏〉，收錄於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臺北：文海出版社，

1972年)，卷 35，頁 6b。 
54
 趙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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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整，亦訂定了較為詳細的規則。就旗、民之間的土地交易而論，又

可分為典賣與直接買賣兩方面來看。在典賣旗地方面，旗地本不准典賣

與民，但由於旗人生計漸感困難，且在糧餉制度之下，八旗人等沒有經

營旗地的必要，再加上奴僕大量逃走，缺乏勞動力，使得部分旗地無法

維持經營。因此，許多旗人便將朝廷所授予的田地私自典賣給民人。55如

此一來，大量的旗地變成民人的私有土地，破壞了旗地制度，為了保護

旗地，滿洲統治者動用內庫銀兩，於雍正七年(1729)下令回贖民典旗地，

且因「相沿已久」，所以「著從寬免其私相授受之罪」，56惟此次成效不

彰，其宣示性意義遠大於實質上的意義。57至乾隆朝，亦有大規模的回

贖旗地。58此後，不論民典或者奴典旗地，一概以違例處分，旗地撤出

該戶，與地畝價銀一起入官，59且長租也被列入違例項目。60再者，朝廷

                                                      
55
 趙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頁 306。 

56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下令：「八旗地畝，原係旗人產業，不准典賣與民，向有定例，

今竟有典賣與民者。但相沿已久，著從寬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務將典賣與民之地，一

一清出，奏請動支內庫銀，照原價贖出。留在各該旗，給限一年，令原業主取贖，如逾限

不贖，不論本旗及別旗人，均准其照原價承買。」([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

例‧光緒朝》，卷 1117，〈八旗都統．田宅〉，頁 10a-10b。) 
57
 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236。 
58
 關於回贖旗地的討論，可詳見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頁 303-305；烏廷玉、衣保中、

陳玉峰、李帆，《清代滿洲土地制度研究》(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 270-275；

趙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頁 331-335；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

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頁 236-239；佟永功、關嘉祿，〈雍正皇帝整飭旗

務述論〉，收錄於支運亭主編，《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年)，

頁 123-124；李興華，〈芻議雍正朝的「八旗生計」〉，《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頁 287-288；

周遠廉，〈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計”〉，收錄於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第七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48-49。另外，關於東北地區的回贖旗地，可詳見刁書人，

〈乾嘉時期東北民典旗地整理略論〉，《社會科學輯刊》，第 6期(瀋陽，1991)，頁 98-102。 
59
 乾隆二十八年(1763)議准：「旗人將地畝典賣與民人及旗下家奴者，地畝價銀著追入官。」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60，〈戶部．田賦〉，頁 2a。)乾隆三十

七年(1772)進一步規定：「旗人將地畝違例典賣與民及旗下家奴者，所有應追地價，若本人

業經物故，及家產全無之人，向止咨部，於歲終彙題請豁。嗣後此等銀兩，若數至五百兩

以上者，請專案具題，以昭慎重。」([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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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要求佐領、里長、甲長於每年年底，將旗地有無私行典與民人之處，

呈報都統、直隸總督，如該管各官失於覺察，即交部議處。61除了一般

旗地不准民人典買之外，入公產的旗地以及賞種官地亦不准典賣與民人。

乾隆六年(1741)，滿洲統治者下令：如果發生旗、民相互典賣公產地畝

的情形，賣地人等嚴行治罪；出給圖記售賣的佐領交部議處；屯領催、

莊頭以及設法典賣旗地之民人，悉行治罪，而地畝價銀則一併入官。62至

於賞種官地，除不准典賣與民人，即便是典賣與旗人，也有所禁止。所

謂賞種官地，係指八旗漢軍出旗時，朝廷給予領種的井田。63乾隆二十

三年下令稽查賞種官地，違反禁令者，「本人名下追價入官，並將原地

撤出，報明戶部，仍為旗地」。64 

    在旗地的直接買賣方面，乾隆皇帝認為入關之初透過圈地而得的旗

地，與旗人和民人自相交易而得的旗地，原屬不同，遂於乾隆三年(1738)

                                                                                                                                       
〈八旗都統．田宅〉，頁 10a。)嘉慶六年(1801)又議准：「旗民等有典買旗地者，勒限一年，

無論旗民，准其自行首報。除將旗地照例入官外，旗人免追原得地價，民人免追歷年租

利。」([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60，〈戶部．田賦〉，頁

19b。) 
60
 賴惠敏根據「內務府來文」中的案例，認為長租在乾隆朝亦被列入違禁之例。詳見賴惠敏，

〈從契約文書看清前期的旗地政策與典賣(1644-1820)〉，頁 141。 
61
 清廷於乾隆七年(1742)年奏准：「凡旗人地畝，有無私行典與民人之處，於每歲底，交各該

佐領出結呈報都統備案。民人交里長甲長，亦於年終將有無私典旗地之處，查明出結稟報

該州縣，轉詳直隸總督存案。如有私典情弊，一經查出，係旗人，該佐領即行呈報都統；

民人，州縣官即行詳報總督，皆照例治罪，地畝及地價，一併入官。如該管各官失於覺察，

或經發覺，或被首告，將佐領、驍騎校、領催、州縣官甲長等，一併交部議處。」([清]崑

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17，〈八旗都統．田宅〉，頁 14b-15a。) 
62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59，〈戶部．田賦〉，頁 23a-23b。 

63
 乾隆二十二年(1757)議准：「出旗漢軍各戶領種井田者，應將此項地畝另立名目，稱為賞種

官地。令各州縣查對原撥地數，勘明邨莊段落四至，填給印照，註明賞種官地字樣，交本

人收執。其應納之糧，仍照定額每畝徵穀一斗。」([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

例‧光緒朝》，卷 1119，〈八旗都統．田宅〉，頁 15b。) 
64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18，〈八旗都統．田宅〉，頁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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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嗣後除原圈官地不准民間置買外，其旗人自置有糧之地，現在

入官者，不論旗民，准照原估價值變賣。」65由此可知，乾隆皇帝一改

「民間土地房屋，禁止滿洲置買」的禁令，允許旗人購置有糧之民地，

惟旗人購買這些土地之後，仍須在州縣納糧。而且，即使這些民地因旗

人擁有該地的土地所有權而轉變成旗地，一般民人仍然可以認買。至乾

隆四十一年(1776)，朝廷再次重申這項命令：「入官地畝，有原係恩賞者，

應存留備恩賞之用，不准任買。若圈地，則只准旗人認買。如旗人所置

民地，及各州縣入官房地，不論旗民，概准認買。」66 

    就旗、民之間的房產交易來說，乾隆四十五年(1780)議准：「民買旗

房，連走道院落，契載房屋一二間至五間，所占地基，不得過一畝。六

間至十間，不得過二畝。十間以外，不得過三畝。五十間至一百間，不

得過五畝。准其置買投稅。」67由此可以看出，乾隆朝中葉，開始准許

民人購買旗房，但有其規模上的限制，且須繳稅給國家。不過，值得注

意的是北京城內及其附近地區的旗房，並非在此許可範圍之內。乾隆四

十七年(1782)即規定：「嗣後城內旗人住房，止許旗人互相典賣，不得賣

與民人。如有旗人與民人鉤通，頂名冒買等弊，一經發覺，即照偷典偷

買旗地之例，繳房追價入官。」68同時，朝廷亦下令：「附近京城各州縣

在屯旗房，照京城旗房之例，概不准民人典賣。違者照民人典買旗地例

辦理。」69顯示此時北京城內及其附近的旗房，仍然禁止賣與民人。 

    由上述禁令可知，身為「國家根本」的旗人，其生計穩當與否，往

                                                      
65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17，〈八旗都統．田宅〉，頁

12a-12b。 
66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20，〈八旗都統．田宅〉，頁

11b-12a。 
67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60，〈戶部．田賦〉，頁 10a。 

68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66，頁 27b，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上乙亥條。 

69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20，〈八旗都統．田宅〉，頁

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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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並予以種種保護。正因如此，清朝初年，旗、

民之土地與房屋的典買、典賣以及直接買賣，是不被朝廷允許的。降及

雍正、乾隆兩朝，滿洲統治者放寬旗民交產的禁令，准許旗人購置有糧

之民地，而且，即使這些民地因旗人擁有該地的土地所有權而轉變成旗

地，一般民人仍然可以認買。同時，清廷亦允許民人購買非北京且非京

城近郊的旗房。不過，民人典買透過圈地而得的旗地、旗人購置民房，

則仍在禁止之列。 

    嘉慶十三年(1808)，禁止旗民交產的規定又有了些許的放寬，該年

戶部奏准定例： 

旗地旗房，概不准民人典賣，如有設法借名私行典賣者，業主、售

主，俱照違制律治罪。地畝房間價銀，一併撤追入官。……至旗人

典買有州縣印契跟隨之民地民房，或輾轉典買與民人，仍從其便。
70 

由這道命令可知，嘉慶中葉以降，民人仍不被允許典買非旗人自置的有

糧之地、公產旗地，以及北京城與其附近的旗房；然而，自此以後，旗

人已經可以典買有州縣印契之民房。這次改易的焦點在於准許旗人典買

民房，惟此時朝廷仍未完全開放禁止旗民交產的規定。儘管如此，旗人

違反禁令的案件仍然層出不窮。就旗地來看，「慎刑司呈稿」中記載：

民人任鶴鳴原係攬種檔案房官地之佃戶，於嘉慶十四年(1809)，說服馬

義成作保，將此隨旗官地盜賣與民人張六，朝廷認為儘管張六供稱不知

此地為旗地，但「殊難憑信」。由於張六違反民人不准置買旗地的規定，
71與任鶴鳴、馬義成「均屬為例」，「殊干法紀」，所以將他們三人咨送刑

                                                      
70
 [清]薛允升，《讀例存疑》(重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 10，〈戶律．田宅〉，

頁 284。 
71
 乾隆三年開放民人購買旗人自置的有糧之地，但這項案例中的旗地，為檔案房官之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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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照例治罪。72就旗房而言，嘉慶十三年，福建道監察御史齡椿擔心

民人典買旗房之後，旗房漸就減少，迫使旗人不得不向民人租賃，如此

一來，難保無居奇牟利，擡價取租的情形發生。因此，齡椿針對民人違

禁典買北京城內旗房的情況，奏請嘉慶皇帝下令嚴禁八旗官兵將所置房

產典賣與民人。73不過，齡椿的擔憂並未換醒旗人的危機意識，違禁案

件仍時有所聞。例如：道光十六年(1836)十二月，正白旗景星與胞弟將

位於京城東安門外北夾道的五間旗房賣給民人楊某；十九年(1839)二月，

鑲黃旗滿洲奎氏將位在東四牌樓北十一條胡同的七間旗房賣給民人苗

某；二十九年(1849)三月，鑲藍旗滿洲菩恩將坐落在阜城門外月壇對過

北大院的二十間旗房，賣與民人福某。74 

(二)咸豐朝旗民交產禁令的廢止與恢復 

    嘉慶、道光兩位皇帝在位期間，承襲自清初以來的旗民交產禁令，

並無做太大的更動，但降至咸豐朝，此項禁令卻出現了重大改變。咸豐

二年(1852)五月，大學士兼署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人，有鑒於例禁雖

嚴，但仍有旗人「指地借錢」、「支使長租」，避典賣之名，行典賣之實

的情況，為了杜欺隱而裕賦額，所以上奏朝廷，希冀變通旗民交產舊例。

該奏摺指出： 

賣到民間之旗地，即係並不完糧之黑地，既不向旗人交租，復不向

國家納課。……典賣之後，仍禁交產，非禁交產也，直禁黑地升科

                                                                                                                                       
不在允許之列，所以照例治罪。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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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冊，頁

1379-1380。 
7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文獻編號 404012624，〈奏請申禁民人違例典

買旂人房產事〉，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74
 摘錄於劉小萌〈從房契文書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產〉一文的附表。詳見劉小萌，〈從房

契文書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產〉，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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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以各直省地畝視之，同係食毛踐土之民，獨聽直隸一省欺隱

官田，久逋正賦，實不足以示公允。且以種地愚民買此違例私產，

必授胥役以訛詐之柄，而富豪惡棍潛與胥役勾通，挾制霸占，魚肉

鄉愚，莫能舉發。職此之故，……舊例禁止旗民交產，既屬有名無

實，莫如量為變通，以順人情而收地利。……擬請嗣後坐落順天、

直隸等處旗地，無論老圈自置，亦無論京旗屯居，及何項民人，俱

准互相買賣，照例稅契升科，其從前已賣之田業主、售主均免治罪。
75 

這次上奏很快便得到朝廷的回應，咸豐皇帝於當日即頒布諭令： 

著照該部所請。除奉天一省旗地盜典盜賣仍照舊例嚴行查禁外，嗣

後坐落順天、直隸等處旗地，無論老圈自置，亦無論京旗屯居，及

何項民人，俱准互相買賣，照例稅契升科，其從前已賣之田業主、

售主均免治罪。一切應辦事宜，仍著該部妥議章程具奏。76 

同年十二月，戶部遵議變通旗民交產章程： 

一、查出私買旗地，免追花利。一、清查各項旗地，劃除民地。一、

民人呈報升科，寬予期限。一、帶地投充等弊，嚴行杜絕。一、應

報升科地畝，不准徇隱。一、從前典當旗地，改立賣契。一、借名

私買旗地，改歸買主。一、屯居各項旗人，分別辦理。一、補納稅

課銀兩，先行解部。一、新升旗產科則，酌中定額。一、新賣旗地，

設法稽查。一、奏銷考成，從嚴核定。一、每歲錢糧，定期解部。

                                                      
7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84789，〈奏請變通旗民交產舊例〉，

咸豐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7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230，咸豐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內閣

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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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隨地莊園，准其並售。一、旗產歸旗，照舊納糧。一、責成州

縣辦理，分別勸懲。77 

該項章程得到咸豐皇帝的許可，78清廷廢除旗民交產的禁令，旗民交產

正式合法化。由祁寯藻等人的奏摺、咸豐皇帝頒布的上諭以及戶部奏議

之變通旗民交產章程可知，咸豐年間，滿洲統治者廢止旗民交產的命令，

其範圍以旗地為主，旗房則未被列入。其次，自這項命令頒布之後，凡

在順天、直隸等地方的旗地，無論旗人自置的有糧之地、恩賞而來的旗

地，抑或靠圈地所得的地畝，皆准許民人認買。惟奉天省的旗地仍然禁

止旗、民之間的買賣，此原因在於東北地方向來被統治者視為「根本重

地」，79朝廷一方面賦予該地神聖化的色彩；另一方面，在東北地區推行

長期的封禁政策，從而維護旗人的政治與經濟利益。80因此，咸豐二年

廢除旗民交產禁令之時，並未將奉天省的旗地納入開禁範圍。 

    再次，此次旗民交產禁令的廢止，除了「杜欺隱」的原因之外，主

要實著眼於「稅契升科」，以增加國家稅收。咸豐皇帝在位期間，內有

太平軍、天地會、大道教、金丹教、捻軍等為亂，81外有英、美、法、

俄等四國勢力的威脅，可謂一戰亂頻仍的時代。此時，軍費浩繁，朝廷

即須大量稅收來支付軍費的開支，故當戶部的奏摺一到宮廷，咸豐皇帝

便立即准奏。除此之外，旗地原本無須納土地稅，82然而，咸豐二年的

                                                      
77
 《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 80，頁 37b-38a，咸豐二年十月下癸卯條。 

78
 《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 80，頁 37b-38a，咸豐二年十月下癸卯條。 

79
 乾隆皇帝曾云：「東三省乃滿洲根本地方。」(《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35，頁 4a，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乙卯條。)他也曾說：「盛京為我朝根本重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

錄》，卷 1189，頁 4a，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乙巳條。) 
80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 142-153。 

8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 88-89、101-103。 

82
 不過，東北旗地自康熙朝中葉以後，已由租賦合一轉變為租賦分離的型態，旗地所有者向

朝廷繳納賦稅，向租佃者徵收地租。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廷行丈奉天旗地，以畝為計

量單位，徵收豆草，並規定：「盛京旗人所種地畝，每年地一晌，徵豆一關東升，草一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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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頒布之後，旗地一旦落入民人手中，便須「稅契升科」。換言之，

同樣一塊土地，因業主身分的不同而有兩套賦稅標準。滿洲統治者須要

經費時，不向旗人徵稅，卻藉旗民交產的方式，向民人收稅，僅以旗人

與皇帝本身的利益為考量，似有偏袒旗人之嫌。 

    另外，此次戶部所奏旗民交產章程中，有「民人呈報升科，寬予期

限」一條。按規定，以咸豐三年正月十九日開印之日算起，在三個月內，

曾購置旗地之人，應將所買地畝字據，呈繳州縣衙門補納稅課升科。至

於無買地字據者，可甘結聲明此地並無原業旗人，其地即照例載黑地科

則辦理，免納稅銀。如有將有主之地捏報黑地升科的情形，一經查證屬

實，照強占人田產例，分別治罪。83該年四月，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祁

寯藻等人，即針對「民人呈報升科，寬予期限」一條，要求清廷延展呈

報升科限期。祁氏等人認為僅管朝廷此舉實為便民，但因當時正值「兵

差過境」之時，州縣官未暇及此，所以不免稽遲。因此，他們上奏朝廷，

希望「自肆月貳拾日起，再行展現陸箇月，俾得從容辦理，以收實效。

其造送冊籍期限，亦應一併遞展。」對此，咸豐皇帝認為所奏有理，故

而批准展限辦理。84不過，朝廷的稅收並未因此而增加。此原因在於自

咸豐二年開禁以來，典買或置買旗地者往往透過「捏作押借字據並不執

契投稅」、「詭寄業主原戶仍不呈報升科」以及「盜賣隱占」等方式逃避

升科，85導致出現許多「既不向旗人交租，复不向國納課」的土地。86咸

                                                                                                                                       
([清]鄂爾泰等纂，《八旗通志初集》，卷 18，〈土田志一〉，頁 37b。)此為東北旗地以畝為准，

徵收賦稅之始。儘管東北旗地開始納稅給朝廷，但總體而言，無論是賦稅還是地租，東北

旗地的負擔都較民地為輕，且也比同時期的關內省份來得輕。相關研究詳見刁書仁，《東北

旗地研究》(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 142-146。 
83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60，〈戶部．田賦〉，頁 30a。 

8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 406003888，〈奏為請展旗民交產呈

報升科限期仰祈聖鑒事〉，咸豐三年四月十九日。 
85
 佚名，《戶部井田科奏咨輯要》，收錄於《國家圖書館藏清代稅收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全

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8年)，上卷，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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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九年，咸豐皇帝即因「旗民交產，升科無多」，下令：「仍禁民人典買

旗地，至從前民人契買旗地，業經報稅升科者，仍准其執業，以免紛擾。」
87至此，朝廷又恢復了禁止民人購買旗地的舊禁。 

(三)同治朝旗民交產禁令的再度廢止 

    同治二年(1863)，同治皇帝有感於「自禁民人典買旗地後，旗人生

計維艱」，遂頒布命令：「復行旗民交產之例，仍照咸豐二年奏定章程辦

理。」88旗民交產的禁令再次被廢止，惟開禁範圍仍未包括東北地區，

且旗房依然未被列入。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允許旗民交產的原因與咸豐二

年不同，前次是滿洲統治者基於賦稅考量，為增加國家稅收而開禁；此

次則是著眼於旗人生計困難，故廢止禁令。儘管統治者已經宣布此次復

行旗民交產，仍按照咸豐二年奏定的章程辦理，但直隸總督劉長佑仍於

同治三年六月呈上〈奏明請變通旗民交產章程〉一摺。該奏摺主要在討

論御史裘德俊於同治二年所上之〈仍准旗民交產〉摺的內容。裘德俊的

奏摺指出了旗民交產的實行辦法，原摺略謂： 

凡有置買旗地，無論遠年近年，即以同治三年為期，按村出示曉諭，

飭令民人自赴州縣呈明地段畝數。有原契者，檢同原契查核相符立

時查照章程，分別酌定應徵錢糧數目。即自同治三年起，征粘發旗

產契尾給領收執，毋庸等候覆勘，再議科則，以期迅速，既不許差

役下鄉藉端勒索，亦不煩弓手人等赴地勘丈。所征糧銀，按季造報，

俟一律報完，彙歸旗產奏銷冊內報部。如其有意故違逾限，延不呈

報，一經查出，或被告發，即將地畝入官，兼治以隱匿不報之罪。

                                                                                                                                       
86
 [清]黃彭年等修，《畿輔通志》(臺北：華文出版社，1968年)，卷 95，〈政經略．旗租〉，

頁 17b。 
87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60，〈戶部．田賦〉，頁 33b。 

88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60，〈戶部．田賦〉，頁 33b。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npm?@22:326439712:6:HDAABDC1F5C160B7FE@@935792613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npm?@22:326439712:6:HDAABDC1F5C160B7FE@@93579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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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酌量變通，既與原奏章程並無窒礙，且可速收實效。至咸豐二

年查辦案內，閒有已經報出地畝尚未議定科則，旋即奉文停止，此

時若仍令按年補征，未免向隅。况九年以前，民欠糧銀，曾有奉豁

明文。此項事同，一律應請即以此次查辦為始，統自同治三年起征，

以紓民力。89 

劉長佑認為裘德俊所奏實為「稅契升科，不致有名無實」，所以請准如

裘氏所議，分別辦理。90與咸豐二年戶部所擬定的旗民交產章程相較之

下，不若前次為旗民交產實施的大原則，裘氏的章程較聚焦於清查旗地、

地畝升科的實行細則，致力於過程的簡化，並杜絕差役勒索。 

    綜上所述，在咸豐二年廢除旗民交產禁令以前，滿洲統治者基於八

旗生計的維持，為了保護旗人的產業，只准旗產在旗人之間交易，不准

旗、民之間相互買賣。然而，政策面與現實面之間，往往存在著某種程

度的落差，雖然朝廷禁止旗民交產，但是此規定常被視為一紙具文，違

禁案例仍層見疊出。旗人往往基於生計困難的理由，將旗地、旗房典賣

或直接賣與民人，以獲得金錢上的滿足。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透過

這種交易，旗人參與了當地民人的經濟活動，儘管屬於違禁，卻間接有

助於削弱旗、民之間的隔閡。 

    到了咸豐二年，滿洲統治者為了杜絕欺隱與增加稅收，廢除旗民交

產的禁令。就開禁範圍而言，此次是以旗地為主，旗房則未被列入；且

開禁的地區並未包括奉天省的旗地。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東北地區

向來被統治者視為「根本重地」，長期實行封禁政策，以維護旗人的政

                                                      
8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97001，〈奏明請變通旗民交產章程

由〉，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 
9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97001，〈奏明請變通旗民交產章程

由〉，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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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與經濟利益，故未將奉天省一帶的旗地納入開禁範圍。值得注意的是

朝廷不再保障旗人財產，准許旗人、民人財產相互流通的舉措，使旗人

不再特殊化，進而縮小了旗、民之間的差距，導致旗人逐漸與民人齊一，

逐步邁向齊民化。不過，旗民交產的開放對於國家財政收入的助益不大，

至咸豐九年，朝廷即因「旗民交產，升科無多」的關係，下令恢復禁止

民人購買旗地的舊禁。然而，降至同治二年，滿洲統治者卻因旗人生計

問題再度廢止旗民交產的禁令，開放旗民之間的旗地買賣。 

    站在滿洲統治者的立場來看，唯有八旗武力健全可靠，始能鞏固滿

洲政權，而維持旗人生活的安定，正可以確保八旗武力的穩定，進而強

化滿洲統治集團的實力。因此，歷代滿洲皇帝皆相當重視八旗的生計照

顧。然而，道光二十年至同治三年之間，為一戰亂頻仍的時代，軍費浩

繁，國家財政出現危機。為了籌措軍費，統治者不得不調整旗務政策，

改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考量。換言之，為了減緩國家財政危機進而維持

政權的穩定，滿洲皇帝透過廢除旗民交產禁令的方式，不再保障旗人的

房屋與土地，希冀藉此達到增加國家稅收的目的。然當這項政策無法有

效增加國庫收入時，統治者便立即停止，轉而重新以照顧八旗生計為優

先考量。由此而論，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相當具有彈性，且隨實際情

況而隨時進行調整。 

第三節  京師同文館的設立 

清語向被滿洲統治者視為「旗人根本」，道光、咸豐、同治三位皇

帝在位期間依然不時強調清語的重要性。道光皇帝認為「八旗根本，騎

射為先，清語尤其本業」91；咸豐皇帝強調「我朝根本，以清語騎射為

                                                      
91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395，頁 15a-15b，道光二十

三年閏七月甲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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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務」，92「豈有不曉清語，不識清字，遂得自命為旗人之理」；93同治皇

帝則主張「八旗人員，均應諳習國語清文，以為本務」。94為了鞏固「八

旗根本」，清中期以降的滿洲統治者亦透過繙譯考試以及繙譯儒家經典

的方式，來加強旗人的清語能力。舉例而言，道光二十三年(1843)閏七

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因各省駐防旗兵「騖於虛名」，且視「應習之清語」

為「無足重輕」，甚至「不能曉解」，因而下令：「嗣後各處駐防俱著改

應繙譯考試，俾有志上進者咸知非熟習清文，不能倖邀拔擢，自必爭相

磨勵，日益精通。」95自此，停止駐防文試，改試繙譯。96又如：咸豐六

                                                      
92
 《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 23，頁 33b，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上壬申條。 

93
 《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 127，頁 29b，咸豐四年四月中癸未條。 

94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卷 11，頁 34b-35a，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下辛亥條。 

95
 [清]希元，《荊州駐防八旗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99年)，卷 3，〈勅諭〉，頁 35a-36a。 

96
 雍正元年(1723)，始設滿洲繙譯科考試，十年(1732)，又設蒙古繙譯科考試，其中，滿洲、

蒙古、漢軍均准考滿洲繙譯，其蒙古繙譯只有蒙古人方准考試。繙譯科考試使旗人除了參

加文鄉試、會試、童試之外，亦可應考繙譯鄉試、繙譯會試、繙譯錄科以及繙譯童試，增

加了旗人的入仕途徑。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道光皇帝下令停止駐防文試，改試繙譯，

其章程如下：一、各省駐防貢監應一體改應繙譯。二、各省駐防繙譯舉人會試宜開明人數

奏請欽定中額。三、各省駐防繙譯鄉試宜照文鄉試之例，仍歸本省以昭體恤。四、各省駐

防蒙古繙譯亦應照滿洲繙譯鄉試之例辦理。五、各省駐防繙譯鄉試題目宜倣照京旗舊例辦

理，繙譯鄉試一場，試以四書文清字論題一道，滿洲、蒙古繙譯題各一道，滿洲用漢文，

蒙古用清文。六、各省駐防繙譯鄉試宜派隨印筆帖式一二員入場繕寫題目。七、各省駐防

繙譯鄉試宜責成監臨酌量辦理。八、各省駐防繙譯鄉試宜派旗員識認。九、各省駐防繙譯

鄉試宜酌定中額。十、各省駐防繙譯中式舉人宜嚴密覆試。十一、各省駐防繙譯試卷宜明

定限期解部。十二、各省駐防繙譯試卷宜照京旗畫一辦理。十三、各省駐防繙譯錄科宜仿

照京旗先看騎射。十四、各省駐防繙譯錄科宜仍照京旗辦理，滿洲用漢字繙譯題一道，蒙

古用清字繙譯題一道。十五、各省駐防繙譯童試宜照駐防文童之例，仍歸本省進取。十六、

各省駐防繙譯童試題目，亦宜仿照京旗舊例，滿洲繙譯童生用漢字繙譯題一道，蒙古繙譯

童生用清字繙譯題一道。十七、各省駐防繙譯童試宜嚴定時刻。十八、各省駐防繙譯童試

宜照京旗三年兩考。十九、各省駐防繙譯童試宜照駐防文童之例，酌定進額。二十、各省

駐防原設廩增各額，應以次裁撤。([清]長善，《駐粵八旗志》，卷 7，〈經政畧．改試繙譯〉，頁

21a-30a。)至咸豐十一年(1861)，咸豐皇帝認為「駐防八旗通達漢文積學之士，不克觀光，

誠為可惜」，因而下令：「嗣後著於駐防繙譯科試外，仍復駐防考取文舉人、生員之例，均

准其鄉會試與繙譯一體錄用，以廣登進。」至此，駐防文試宣告恢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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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56)七月，咸豐皇帝因《孝經》於雍正年間繙譯成滿文時，「滿洲新

語未備，書中音義皆係舊語」的關係，故遵照乾隆年間(1736-1795)「欽

定繙譯五經新語」，「悉加釐定」，命武英殿刊刻滿漢合璧的《孝經》。97同

年九月，亦因相同的原因完成刊刻滿漢合璧的《大學衍義》。98不過，鴉

片戰爭、英法聯軍所帶來的西力衝擊，使滿洲統治者在加強旗人清語能

力的同時，亦更加重視旗人外語能力的培養。 

(一)設立的背景 

    西力東漸以後，中國與西方各國往來的範圍已從經濟、軍事領域擴

大到政治、文化與宗教各方面；且往來地區也從廣州、福州、廈門、寧

波、上海等五個沿海城市，擴張至整個沿海地區與長江流域。此後，中

國與外國往來交流日益頻繁，有鑑於此，不少有識之士開始倡導學習西

方事務，如林則徐、魏源、郭嵩焘、馮桂芬等人，99其積極的鼓吹，奠

定了開辦外語教育的基礎。 

    其次，外國公使開始駐入北京，致使朝廷與西方各國直接互動、往

                                                                                                                                       
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530，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 

9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204，咸豐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內閣

奉上諭。 
98
 《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 208，頁 18a-19a，咸豐六年九月下丁丑條。另外，除了

統治者不時強調清語的重要性之外，亦有一些旗人精通滿文。如內務府鑲黃旗人福格就曾

糾正時人對「克食」的誤解，他說：「克食二字，或作克什。……考清語克什之義，為恩也，

賜予也，賞賚也。故恩騎尉曰克什哈番，天恩曰阿布喀什得。近人泥於食字，誤克食為尚

膳，嘗見大臣誌傳中，曰賜克食幾次，是疊書滿漢賜賜兩字，殊費解也。」([清]福格，《聽

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 11，〈克食〉，頁 218。)其中，「克什」的滿語讀如[kesi]，

漢譯為「恩典」、「恩遇」；而恩騎尉的滿語讀作[kesingge hafan]；天恩的滿語則讀如[abkai 

kesi]。由此可見，儘管旗人入關以後，改變了原有的生活習慣，但是，他們的清語能力不

一定會隨之荒疏，而是因人而異。直到咸同年間(1851-1874)，仍有像福格這樣依然保有清

語能力的旗人，其中的關鍵或許與各人對文化的取捨密切關係。 
99
 關於林則徐、魏源、郭嵩焘、馮桂芬等人提倡西方事務對開辦外語教育所帶來的影響，詳

見高曉芳，《晚清洋務學堂的外語教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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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機會也日漸增多。而咸豐十年所遭遇的一次外交窘境，使滿洲統治

者更加清楚培養外語人才的必要性。該年八月，英法聯軍攻入北京，英

國參贊巴夏禮(Harry S. Parkes)被清軍俘虜。恭親王奕訢(uksun i hin)、桓

祺等人勸巴夏禮給聯軍統帥額爾金(Lord Elgin)寫一封議和信，巴夏禮依

照要求用漢語寫了一封信，並用英文簽下日期和姓名。但是，奕訢等人

不懂英語，擔心其中有詐，不願將信送出，最後決定請密雲縣縣丞黃惠

廉辨認，100確定無誤之後再做決定。101經歷此事件之後，奕訢等人更加

明瞭外語人才的重要，此亦為其日後奏請朝廷設學校培育外語人才的舉

措埋下伏筆。 

    再次，鴉片戰爭爆發以來，中國與外國往來的文書已開始大量由外

文書寫，如咸豐八年的中英〈天津條約〉即規定： 

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

學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

處，總以英文做為正義。102 

同年簽訂的中法〈天津條約〉也有相類似的規定： 

候大清帝國京師，有通事諳曉且能譯大法國言語，即時，大法國官

員照會大清國官員公文應用大法國字樣，大清國官員照會大法國官

                                                      
100
 咸豐九年(1859)，僧格林沁駐守大沽時，天津縣恰好收管了一位懂英語的廣東人，名為黃

惠廉。據說他是當時京津一帶唯一一位懂英文的中國繙譯。此後，舉凡中國官方收到的英

國來文都交給黃惠廉繙譯。詳見高曉芳，《晚清洋務學堂的外語教育研究》，頁 66。 
101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對這件事情有詳細記載，內稱：「嗣委桓祺面見吧酋(即巴夏禮)，

勸令作字退兵。據該員取得該酋親筆漢字一紙，有現在中國官員，以禮相待，暫可免戰議

和之語。惟旁有夷字數行，未能辨識。現聞密雲縣縣丞黃惠廉能識夷字，已札飭調取，俟

該員到京譯出後，再行酌辦。」([清]賈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臺北：文海出版社，

1970年)，卷 64，頁 9a。) 
102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北京：三聯書局，1957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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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公文應用大清國字樣。自今以後，所有議定各款，或有兩國文詞

辯論之處，總以法文做為正義。103 

在此情況之下，如何獲得外語人才便成為當務之急。 

    凡上述種種，皆使繙譯與外交人才的需求大為增加。然而，當時外

語人才極度匱乏，朝廷官員大都不懂外國的語言文字，辦理外交諸多不

便。在京師同文館未設立以前，朝廷在處理對外關係時，缺少可供調用

且值得信賴的繙譯，所以不得不由外國人轉述，或是以通事為中介往來

傳話。但這些通事的文化素質不高，且多半品性不端，往往帶給清廷在

外交方面不必要的損失或危害。104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朝廷設立京師同

文館，作為清政府培養本國繙譯人才的外語學校。惟統治者選擇培育對

象時，仍是以旗人為首選。 

(二)創立經過 

    咸豐九年，時任翰林院編修的郭嵩燾隨僧格林沁(senggerincin)辦理

天津海防，曾上〈請廣求諳通夷語人才〉一摺，內容略謂： 

今英夷鴞張於南、俄夷桀驁於北，中國情形虛實，皆所周知，無復

顧忌。而通市二百餘年，交兵議款又二十年，始終無一人通知夷情。

熟悉其語言文字者，竊以為今日御夷之竅要，莫切於是。英夷在廣

                                                      
103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頁 105。 

104
 時任五口通商大臣的李鴻章曾指出：「各國在滬均設立翻譯官一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

皆憑外國翻譯官轉述，亦難保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

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

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其人不過兩種：一、廣東、寧波商伙子弟，佻達游閒，別無

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逋逃藪。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學，招本地貧苦童稚，

與以衣食而教肄之。此兩種人者，類皆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

(楊逸等編，《海上墨林．廣方言館全案．粉墨叢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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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上海率以重資雇中國讀書人，審正文字聲音，所以能習知中國

情形，大率由此。中國不能鉤致夷人，自可訪求蒙古、漢人之通夷

語者。廣東、上海與諸夷相接，恰克圖、庫倫等處與俄夷相接，語

言文字積久諳習，當不乏人。合無仰懇皇上飭令江廣督臣、黑龍江

將軍、庫倫辦事大臣，推求此等人才，資送入京。命理藩院歲蠲銀

數千兩，給之薪米，使轉相傳習，亦可推考諸夷嗜好忌諱，以施控

制之畧。105 

郭嵩燾在奏摺中分析了外國語言的重要性，並建議朝廷下令廣東、上海、

恰克圖、庫倫等地向北京推薦人才。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恭親王奕

訢、大學士桂良(guiliyang)與戶部侍郎文祥三人，為因應「髮捻交乘，

俄國壤地相接，英國志在通商」的國際局勢，酌擬〈通籌善後六條章程〉。
106其中，第五條章程專門述及外語學習的相關事宜，原文略謂： 

認識外國文字、通解外國言語之人，請飭廣東、上海各派二人來京

差委，以備詢問也。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

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聞廣東、上海商人，

有專習口英口佛咪三國文字語言之人，請飭各該省督撫，挑選誠實可

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攜帶各國書籍來京。並於八旗中

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十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資學習。

                                                      
10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四國新檔．英國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年)，頁碼 855，〈請廣求諳通夷語人才〉，咸豐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106
 此六條章程為：一、京師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二、南北口案，分設大臣，

以期易顧。三、新添各口關稅，請分飭各省就近揀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課。

四、各省辦理外國事件，請飭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以免歧誤。五、認識外國文字、通

解外國言語之人，請飭廣東、上海各派二人來京差委，以備詢問。六、各海口內外商情，

並各國新聞紙，請飭按月咨報總理處，以憑覈辦。([清]賈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卷 71，頁 17b-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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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派來之人，仿照俄囉斯館教習之例，厚其薪水，兩年後分別勤惰，

其有成效者，給以獎敘。俟八旗學習之人於文字言語，悉能通曉，

即行停止。……所有學習各國文字之人，如能純熟，即奏請給以優

獎，庶不致日久廢弛。107 

奕訢等人的上奏，與先前郭嵩燾的奏摺一樣，皆奏請朝廷下令廣東、上

海兩省督撫，將該省通解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派入京城。惟奕訢等人將

這些作為教習，專授英、法、美三國的語言文字，108且仿照俄羅斯文館

教習之例，給其優厚的待遇，有成效者，再給予獎敘。 

    其次，奕訢等人的上奏特別規定學生來源必須從八旗子弟中，挑選

天資聰慧，且年齡在十三、十四歲以下者各四五人，而學習成效佳者，

即奏請給予優獎。由此可知，奕訢等人相當重視旗人外語能力的培養。

此原因在於對奕訢等人來說，培養外語人才的目的即在於培育外交人才，

而奕訢等人皆為八旗大員，109較為信任旗人，因而相當注重旗人外語能

力的培養，希冀藉此將外交事務這等國家大事，交由自己人辦理。 

    再次，由「俟八旗學習之人於文字言語，悉能通曉，即行停止」可

知，奕訢等人對於旗人學習外語並未做長遠的打算。對他們而言，外語

僅是一種應付當下狀況的工具，意即當旗人具備與外國人溝通、談判的

能力之後，就可立即停止學習外語，不須持續培養或繼續深造。 

    奕訢、桂良與文祥三人所擬的通籌善後六條章程，得到了咸豐皇帝

的認可。其中，關於培養八旗外語人才一項，咸豐皇帝下令：「准於八

旗中挑人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知照俄囉斯館，妥議章呈，認真督課，如

                                                      
107
 [清]賈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 71，頁 24b-25a。 

108
 「口英口佛咪」中的「口英」為英國，「口佛」為法國，「咪」為美國，顯示當時尚不知英國與美

國使用同一種語言文字，故分開列舉。 
109
 奕訢為道光皇帝的第六子，桂良與文祥皆隸屬正紅旗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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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習各國文字，即奏請獎勵。」110顯示，滿洲統治者繼續強調旗人清

語能力的同時，亦已開始重視八旗外語能力的培養。同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奕訢等人就先前未盡事宜予以補充，又擬定十條章程，111在這十條

章程之中，第十條再次提到外語人才的培育。這次，奕訢等人聚焦於館

舍問題，旗人學習外語，本應本應歸入俄羅斯文館，不過，他們考慮到

俄羅斯文館「地方窄狹，難以兼容」，且若另立館舍，恐其滋生事端，

因而將鐵錢局作為旗人學習外語的館舍，既可「免致在外滋事」，亦可

「就近稽查考核」。112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訢等人奏呈〈遵議設立同文館摺〉，並

附章程六條，113京師同文館遂告正式成立。從奕訢奏呈〈通籌善後六條

章程〉，提議八旗學習外語，到京師同文館的正式成立，前後相隔了一

年半，造成延遲開辦的原因有二：其一，未獲合適教習。廣東稱「無人

可派」，上海則謂：「雖有其人，而藝不甚精，價則過鉅，未便飭令前來。」
114因而導致京師同文館日久未能舉辦。其二，政局動盪，無暇顧及學堂

相關事務。咸豐十一年，咸豐皇帝駕崩，同治皇帝年幼即位，慈禧太后

藉此策劃「辛酉政變」，而奕訢傾力協助其中，所以無法兼顧同文館的

                                                      
110
 [清]賈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 72，頁 2b。 

111
 此十條章程為：一、擬建立衙署，以資辦公。二、司員分辦公事，以專責成。三、保送司

員，應嚴行揀擇。四、司員輪班辦事，期無曠誤。五、官役人等，擬變通辦理。六、經費

宜節，以杜浮濫。七、酌籌經費，以資支用。八、辦理□案，事宜慎密。九、司員甄劾，

應歸覈實。十、認識外國文字，通曉語言之人，並學生等，應酌定薪水獎勵。([清]賈楨，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 72，頁 27b-32b。) 
112
 [清]賈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 72，頁 32a-32b。 

113
 該章程名為〈新設同文館章程六條〉，內容涉及學生人數與來源、中英教習人選與待遇、管

理人員、考試辦法、獎敘以及俸餉([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卷 8，頁 29a-35a。)，惟其具體內容，本文以下將會進行詳細論述，故於此不多加贅

述。 
114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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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115以下，即針對〈通籌善後六條章程〉中的內容，從學生、教習、

學堂管理與經費來源、考試與獎懲等四方面進行分析。 

(三)學生來源、人數、入學方式與待遇 

    奕訢等人於同治元年所奏呈的〈新設同文館章程六條〉中的第一條，

明確規定了學生的來源、人數與入學方式，內容如下： 

舊例，俄羅斯文館設學生二十四名。今改設同文館，事屬創始，學

生不便過多，擬先傳十名，俟有成效，再行添傳，仍不得逾二十四

名之數。此項學生，臣等前在八旗中僅挑取二十名，除已傳十名外，

記名人數無多。將來傳補將次完竣，應由八旗滿蒙漢閒散內，擇其

資質聰慧，現習清文，年在十五歲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由

臣等酌量入取，挨次傳補。116 

就學生來源而論，京師同文館建館初期，並不對外招生，而是僅挑選年

在十五歲左右的八旗子弟入學。僅挑選八旗子弟入學的原因有三：第一、

仿照俄羅斯文館舊例。俄羅斯文館創立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規

定「學生額二十四名，由八旗學生挑取」。117京師同文館仿照俄羅斯文館

舊例，專招八旗子弟入學，既可避免朝中大臣批評，又較有把握獲得滿

洲統治者的支持。第二、出於政治上的防範。滿洲統治者設置京師同文

館的目的在於培育外語人才，作為與外國溝通的橋樑，拓展外交關係。

而辦理外交涉及國家機密，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漢人官員可用但不可不

防，一旦讓漢人官員參與外交，則可能直接威脅旗人的統治。118第三、

基於旗人生計問題的考量。京師同文館的八旗學生，「遇有本旗馬甲出

                                                      
115
 高曉芳，《晚清洋務學堂的外語教育研究》，頁 69。 

116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1a-31b。 

117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39，頁 23a，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下丁巳條。 

118
 高曉芳，《晚清洋務學堂的外語教育研究》，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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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照例坐補」，119學習成績出色者，亦可因此獲得官職；甚至授予主事，

遇缺即補。120這些皆使旗人獲得當差或任官機會，領取固定錢糧與薪俸，

有助於旗人生計困難的改善。而且，朝廷也兼顧閒散旗人的生計照顧，

從閒散旗人中挑選資質聰慧，且「現習清文」者，由各旗保送進入京師

同文館學習。 

    然而，被選入京師同文館學習的旗人，不肯用功，學習外語的成效

不佳；加上經過挑選的八旗學生僅學習過滿文，「於漢文義理本未貫通」，
121令其學習以洋文繙譯漢文，實有其困難。上述種種皆導致旗人在館學

習的成效不佳，此亦迫使朝廷改變政策，開始逐步放寬資格，招收民人

入學。122惟在逐步開放的過程中，仍有不少旗人主張同文館應專招旗人。

例如：廣州將軍長善、兩廣總督端麟曾於同治十年(1871)十月奏請：「嗣

後同文館學生，專用旗人，無庸再招漢民。其現在館者，仍聽其肄業，

俟民籍學生出館，缺額即將旗人頂補」123遲至光緒十一年(1885)，朝廷

始接受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的建議，公開大規模招

生民人進入京師同文館學習，京師同文館才算正式對民人開放。124 

    就學生人數來看，京師同文館成立之初，奕訢等人認為「事屬創始」，

不便招收太多學生，所以將招收人數限制在二十四名之內，且只能逐步

傳補。此後，經過同治末年的整頓擴充，學生人數大增，至光緒年間，

招收人數擴增至一百二十名。125就入學方式而言，剛開始，八旗子弟主

                                                      
119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4b。 

120
 詳見本節之「考試與獎懲」部分。 

121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 63-64。 

122
 陳向陽，《晚清京師同文館組織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

233-237。 
123
 [清]長善，《駐粵八旗志》，卷 3，〈建置．學館〉，頁 17a。 

124
 陳向陽，《晚清京師同文館組織研究》，頁 237-240。 

125
 關於京師同文館的學生人數在同治三年以後的演變，詳見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臺

北：作者自行出版，1985年)，頁 51-53；高曉芳，《晚清洋務學堂的外語教育研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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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透過咨傳、保送的方式進入京師同文館就學，不須經由公開考試。爾

後，由於招收學生已不再侷限於旗人，朝廷便開始兼採招考、推薦等其

他入學方式，126希冀藉此提高教學效果。 

    另外，再就學生待遇來說，〈新設同文館章程六條〉中的第六條，

清楚規定了入館八旗學生的待遇，內容如下： 

查舊例，俄羅斯文館助教，每年俸銀八十兩，七品官每年俸銀四十

兩，八品官每年俸銀四十兩，九品官每年俸銀三十二兩三錢，學生

傳補，咨旗坐補馬甲錢糧。今改設同文館，擬請仿照俄羅斯文館舊

章辦理，助教等俸銀數目，均請悉仍其舊。現在部庫各項支絀，未

便由庫支領，臣等酌擬此項放款，悉由奏撥各海關船鈔項下支給。

至學生錢糧，即照俄羅斯館學生舊章，遇有本旗馬甲出缺，照例坐

補，以資調劑。127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記「七品官每年俸銀四十兩」，實為「七品官每年

俸銀四十五兩」的誤載。原因有二：其一，同治四年(1865)之〈變通同

文館章程六條〉的第六條即記載七品官每年俸銀為四十五兩，原文如下：

「查前奏定同文館章程，助教每年俸銀八十兩，七品官每年俸銀四十五

兩，八品官每年俸銀四十兩，九品官每年俸銀三十二兩三錢，皆係沿俄

羅斯文館舊章。」128其二，官品不同，所領的薪俸本就有所差異，故七

品官與八品官皆領四十兩的可能性不高。另外，亦值得留意的是文中所

列之八品官、九品官，指的是京師同文館中因考試成績優良而獲得官品

                                                                                                                                       
79-86。 

126
 關於京師同文館的入學方式在同治三年以後的演變，詳見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

頁 48-51。 
127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4a-34b。 

128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37，頁 34b-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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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129 

    京師同文館的八旗學生待遇，是仿照俄羅斯文館舊章辦理，七品官

每年俸銀四十五兩，八品官每年俸銀四十兩，九品官每年俸銀三十二兩

三錢，所授官階愈高，待遇也隨之提高；而尚未獲得官品的旗人學生，

遇有馬甲出缺，可即刻坐補。不過，這項規定自同治四年以降有了重大

改變，滿洲統治者於該年下令每年給予京師同文館助教與獲得官品的學

生米折銀兩，130並將坐補各旗甲缺的方式，改為從海關經費中撥給膏火。
131 

    京師同文館中的八旗學生，不僅有俸餉、米折銀兩、膏火，在生活

上也享有種種優厚待遇，各項供給極為豐厚。曾為京師同文館學生的齊

如山，在其自傳中回想起當時的日子，列舉了諸多事例： 

駐館的學生，除不管衣服外，其餘都管，所謂煤油蠟燭，微如紙媒

                                                      
129
 詳見本節之「考試與獎懲」部分。 

130
 同治四年〈變通同文館章程六條〉的第六條記載：「酌給各官米折銀兩以昭平允也。查前奏

定同文館章程，助教每年俸銀八十兩，七品官每年俸銀四十五兩，八品官每年俸銀四十兩，

九品官每年俸銀三十二兩三錢，皆係沿俄羅斯文館舊章，均未議及每年俸米若干。今該學

生等既經考列前名，獎敘得官，自應按照品級一體給予俸米，以資養贍。惟查該學生等得

有七、八、九品等官，仍令留館學習，尚無職事，自與各衙門實在官階有間。茲酌擬七品

官每年米折銀十二兩，八品官每年米折銀十兩，九品官每年米折銀八兩，按春秋二季由臣

衙門船鈔項下發給，無庸行文戶部支領。至助教俸銀既由船鈔項下發給，其應領俸米亦未

便再由戶部支領，應咨行戶部查明，該助教每年應領俸米若干，按照現在減成發放實數應

折銀若干兩，即照數由船鈔項下發給。如將來各官俸米增加成數，再隨時由戶部咨照臣衙

門，一體加增該助教米折銀兩，以免向隅」([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37，

頁 34b-35a。) 
131
 同治四年〈變通同文館章程六條〉的第一條記載：「請添設膏火以省甲缺也。查同文館學生，

坐補各旗甲缺，系沿俄羅斯文館舊章，當時原因三成船鈔收數恐不敷用，故不得不借此調

劑。現計每年三成船鈔足可敷用，且現在操練緊要，未便以學生虛占各旗甲缺，致礙操練。

擬請量為變通，自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始，將該學生所補甲缺裁還各旗，每館學生各以十名

為定額，三館共三十名，由本衙門三成船鈔項下不論等第，每名每月撥給膏火銀三兩，即

不必咨補甲缺。其考取得官有俸可支者，扣除不給，扣存之銀即以備月課前列學生獎賞，

臨時酌定給領。」([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37，頁 32a-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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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火等等，都由館中供給。飲食最優，六個人一桌，共四大盤，夏

天一個大海，還有荷葉粥、果藕等等。多天則無大海，而添一個火

鍋，盤鍋中的菜不必說，單說這個火鍋，共分三種，任憑學生要

點，……從前有好幾位外國教員告訴我說，世界上的學校，沒有同

文館待學生再優的了。132 

由此可知，京師同文館給學生的待遇極為優厚。然而，八旗子弟大多已

經習慣安逸的生活，倚靠朝廷發給俸餉維生，不願出外營生，亦不願意

學習新事物；而且，他們往往覬覦其他收入、地位更高的工作。再加上

當時許多旗人士大夫較為保守，不願與洋人為伍。舉例來說，大學士的

正紅旗蒙古倭仁(wesin)即上奏朝廷：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

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

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

恃數術而能起衰振弱者也。……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

順，憑陵我幾甸，震驚我宗社，焚毀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

二百年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朝廷亦不得

已與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恥哉？133 

在上述情況之下，京師同文館對八旗子弟的吸引力自然相對降低，旗人

大多不願入館就學。既然旗人入館學習意願低，為擴大學生來源，朝廷

只好調整政策，不再堅持以旗人為唯一招生對象，開始招收民人進入京

師同文館學習。 

                                                      
132
 齊如山，〈齊如山自傳〉，《中國一周》，第 237期(臺北，1954)，頁 23。 

133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47，頁 24a-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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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習來源、任用方式與俸餉 

    奕訢等人於同治元年所奏呈的〈新設同文館章程六條〉中的第二條，

針對教習來源、任用方式以及俸餉等三方面做了詳細規定，內容如下： 

舊例，俄羅斯文館，准挑取俄羅斯佐領下另檔之人，令在教習巴克

什上行走，巴克什亦奏請作為主事。今所延英文教習包爾騰，止圖

薪水，不求官職。將來如廣東、上海兩處得人，應照咸豐十年奏定

章程，由該省督撫保送來京充補。此缺係中國人充當，如果教授有

成，自應酌量奏請獎勵，每年薪水，即不得援照外國人辦理。至漢

教習現係順天人候補八旗官學教習徐樹琳充當。嗣後漢教習乏人，

擬即由考取八旗官學候補漢教習內，仿照鴻臚寺序班定制，咨傳直

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之人，取其土音易懂，便於教引。仍取

具同鄉京官印結，在臣衙門投卷，試以詩文，酌量錄取，挨次傳補。

月給薪水銀八兩，二年期滿，如有成效，無論舉貢班次，均奏請以

知縣用，再留學二年，准以知縣分發省分歸候補班補用。至將來學

生增多，及覓有教授俄法等國語言文字之人，此項中外教習，再行

隨時酌增，分堂教授。134 

就教習來源而論，京師同文館成立之初，設有英文教習與漢教習。在英

文教習方面，根據上述章程，英文教習本應從廣東、上海兩地懂外國語

言的中國人中聘任，但由於該地區並無像樣的外語人才，致使朝廷不得

不於外國人中延訪。在外國駐京使節的推薦下，延聘包爾騰(John S. 

Burdon)擔任京師同文館的英文教習，且自此開了先例以後，日後的所

有教習皆為外國人擔任。135在漢教習方面，只有考取八旗官學候補漢教

                                                      
134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1b-32a。 

135
 高曉芳，《晚清洋務學堂的外語教育研究》，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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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且必須來自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之人，方有資格擔任京師

同文館的漢教習。朝廷之所以對漢教習資格會有諸多限制，其原因在於

京師同文館初期學生皆為八旗子弟，找考取八旗官學候補漢教習者擔任

漢教習，於教學上較為方便，也較容易溝通；而且，由於直隸、河南、

山東、山西四省之人，「土音易懂，便於教引」，故以這四個地區之人出

任漢教習，教學成效較佳。不過，到後來，由於沒有合乎條件的人來投

考京師同文館漢教習，使朝廷決定調整漢教習任用資格，放寬任用條件。

自同治七年(1868)以降，京師同文館漢教習的任用資格，放寬為無論籍

隸何省，凡是舉貢正途出身者，均可投考。136自此，非八旗官學教習出

身者，只要出身舉人、貢生，皆可以報考京師同文館的漢教習。 

    就任用方式來說，京師同文館的英文教習採用聘任的方式，漢教習

則採考試錄取與按名次先後傳補的辦法。同文館設置初期，英文教習幾

乎都是由各國駐京使節所推薦的西洋傳教士擔任，因為當時只有這些傳

教士可以兼通中外語言，勝任洋務學堂的工作。自丁韙良擔任京師同文

館的總教習以後，就由他或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代為聘任西洋教

習，且仍是以西洋傳教士為聘任對象。137至於漢教習，則是由禮部咨傳

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之人，這些人經由同鄉京官印結推薦之後，

再經總理衙門的考試，合格以後，即按名次先後傳補進入京師同文館擔

任教習。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漢教習可透過任職京師同文館得到職位升

遷，此為洋教習未享有的待遇。根據章程中的規定，漢教習在館中任職

兩年期滿，且教學有成效，無論舉貢班次，皆可由總理衙門奏請授以知

縣用；若再滿兩年，就准以知縣身分分發各省候補。 

    就教習俸餉而言，教習薪水，尤其是洋教習的薪水，向來是京師同

                                                      
136
 同治七年五月初七日，奕訢等人奏請：「嗣後無論何省，凡系貢舉正途出身，俱准取具同鄉

京官印結，赴臣衙門具呈投考。」([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59，頁 34a。) 
137
 高曉芳，《晚清洋務學堂的外語教育研究》，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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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館經費開支中的最大項。各國公使以為必須給予洋教習「重貲」，他

們方肯來教；奕訢也認為外國人唯利是圖，故不得不厚其薪水，「以生

其歆羨之心」。因此，除了包爾騰第一年的薪水因處於試辦階段，僅給

其三百兩之外，以後凡是西洋教習，均給銀千兩，方可令洋教習「專心

課徒」，俾「無內顧之憂」。138至於漢教習薪水，最初是比照八旗官學的

標準，每人每月八兩銀，按月支付。此後，漢教習薪俸略有增加，至光

緒朝，增加至十二兩。139 

(五)學堂管理與經費來源 

    〈新設同文館章程六條〉中的第三條，初步針對京師同文館的管理

問題訂定規章，內容如下： 

舊俄羅斯文館提調，由內閣侍讀學士、理藩院郎中、員外郎內揀選，

專管學館一切事務。今改設同文館，無庸由內閣理藩院咨取，以歸

簡易。應即由臣衙門辦事司員中，揀選滿漢各一員，兼充該館提調，

所有館務，責成該員等專心經理。如督課得力，遇有獎敘教習之年，

一併獎勵。專設蘇拉三名，以備驅策，每名月給工食銀二兩五錢。
140 

京師同文館隸屬總理衙門，成立之初，設有滿漢提調各一人。提調來源

是從總理衙門的辦事司員中挑選，其工作包括：住館輪流值班、辦理或

處理各種文件、核辦總教習與教習的館務條陳、裁決學生的申訴、稽查

各漢教習功課、負責學生上課與請假事宜、發放漢教習薪水與學生膏火、

酌定學生季月考課獎賞、擬定試卷、查核漢文功課、處分違紀學生以及

                                                      
138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0a。 

139
 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頁 47。 

140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2a-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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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印書處等等，141幾乎包辦所有館務。不過，除了提調之外，京師同

文館的管理組織尚包括：總管大臣、專管大臣、監察官與幫提調，其職

掌各有不同。142 

    另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同文館設有「蘇拉」三名，以備驅策。「蘇

拉」為滿語「sula」的音譯，漢譯為「閒散」，143意指無法補上兵缺，未

披甲當差的旗人。多數閒散旗人未領朝廷薪俸，只能坐吃山空，生計困

頓，負債累累，甚至衣敝履穿，形同乞丐。理論上，在同文館中督促學

生學習的工作，無論旗、漢，任何人皆可勝任。但是，統治者卻將這份

工作專門交給「蘇拉」來做，且每月給工食銀二兩五錢，照顧閒散旗人

生計的意圖十分明顯。 

    就經費來源而論，京師同文館每年須支付的教習薪水、學生茶水飯

食、服役人等的工食並一切零費，合計須銀數千兩。144京師同文館隸屬

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主要的經費來源有二：一為戶部撥款，另一為海關

船鈔，145故理論上，京師同文館的經費來源應包括戶部撥款與海關船鈔

兩項。然而，由於「戶部支絀，無款動支」的關係，只好從「外國所納

船鈔項下」，抽取三分之一，每三個月由海關委員解送總理衙門，作為

京師同文館的經費來源。146 

(六)考試與獎懲 

    奕訢等人在〈新設同文館章程六條〉中的第四、五條中，立有考試

與獎懲的規定，第四條記載： 

                                                      
141
 陳向陽，《晚清京師同文館組織研究》，頁 257。 

142
 關於這些人員設置的時間及其職掌，詳見高曉芳，《晚清洋務學堂的外語教育研究》，頁

19-25；陳向陽，《晚清京師同文館組織研究》，頁 255-257。 
143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年)，頁 533。 

144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0b。 

145
 海關船鈔指的是外國輪船停靠中國港口時，中國官方向其抽取的噸位稅。 

146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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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舊例，俄羅斯文館，有月課、季考、歲試三項。月課則每月初一

日，由該教習擬定文條，散給諸生繙譯謄卷，該教習分別等第註冊

備查。季考則於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舉行，出題、

等第，均如月課。惟試卷則呈堂裁定，始行註冊，是月停止月課。

至歲試則於每年十月初十日前，堂定日期面試，考列一等者，賞給

筆墨紙張，以示獎勵。是月月課、季考，均行停止。今改設同文館，

除遇有考試毋庸停止月課、季考外，其餘一切均請仿照辦理。惟所

試之藝，現在甫經開學，於外國文字未必遽能熟悉。一年之內，應

先用滿漢文字考試，俟一年後，學有成效，再試以各國照會，令其

繙譯漢文。147 

第五條原文略謂： 

今改設同文館，臣等擬請每屆三年，由臣衙門堂官自行考試一次，

覈實甄別。按照舊例，優者授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別降革、

留學。俟考定第等，將升降各生咨行吏部註冊。其由七品官考取一

等應授主事者，舊例因鼓勵學生起見，准其遇缺即補。嗣經改為三

年期滿，與各項候補主事統較行走日期，以次挨補，自此升途稍隘，

而學習者漸不如前。今欲令該學生等認真學習，擬仍照舊例辦理。

嗣後由同文館考取七品官復考一等授為主事者，請仍准掣分各衙門

行走，遇缺即補。至考試學生時，該助教等如果訓導有方，亦應由

臣衙門奏請以主事分部遇缺即補，仍兼館行走。148 

由上述資料可知，京師同文館的考試分為月課、季考、歲試以及每三年

一次的大考，而考試的類型、獎懲，尤其是授官的等次方面，都模仿了

                                                      
147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2b-33a。 

148
 [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3b-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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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文館的作法，只是稍加修改而已。149就京師同文館的獎懲制度來

看，八旗學生無論月課、季考、歲試都有銀兩紅花的獎勵，150而且歲試

考列一等者，還賞給筆墨紙張。至於三年一次大考成績優異者，則授予

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則分別降革、留學。而且，京師同文館亦修改

俄羅斯文館的舊例，准許七品官因復考一等而授為各部主事者，遇缺即

補。朝廷這項舉措，無疑是替旗人開闢了另外一條入仕途徑。在京師同

文館成立之前，旗人入仕，除了科舉考試以外，尚可透過擔任侍衛、任

職筆帖式(bithesi)、151繙譯科舉等途徑，與民人相較之下，旗人的入仕途

徑已屬相當多元。152京師同文館成立之後，僅招收八旗子弟，更加開闊

旗人的入仕之途，他們可藉由在同文館學習的機會，獲得官職，領取固

定錢糧與薪俸，或多或少有助於生計問題的改善。 

    另外，除了對學生的獎懲之外，京師同文館的獎懲制度尚包括對教

師、助教與提調的獎勵。在教師方面，如前述所引〈新設同文館章程六

條〉中的第二條規定：漢教習在京師同文館任教滿兩年以後，如果教學

有成效，無論舉貢班次，都以知縣任用。在助教方面，該章程第五條規

定：助教如果訓導有方，則以主事分部遇缺即補，且仍兼館行走。至於

對於提調的獎勵，〈新設同文館章程六條〉中的第三條規定：如提調督

                                                      
149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關於俄羅斯文館考試辦法的記載如下：乾隆二十二年奏定，五年

由本館考試一次，考取一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留學讀書。由已中等第

內擇其優者，堂委副教習，額設助教二員，由副教習內揀選，奏請補放。助教教導有方，

奏請授為主事，分部遇缺即補，仍在館行走。嗣於嘉慶八年，經軍機處、內閣具奏，改為

由吏部照各項考試之例，奏請欽派閱卷大臣，在上諭館考試，分別等第升授如前。惟八品

官考取一等者，升授七品官，七品官復考一等者，授為主事。又於道光十九年經吏部奏准，

學生由七品官授為主事，遇缺班次過優，改為到部學習三年期滿，與各項候補主事統較行

走日期，以次挨補。([清]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頁 33a-33b。) 
150
 高曉芳，《晚清洋務學堂的外語教育研究》，頁 98。 

151
 筆帖式為滿文[bithesi]的音譯，漢譯為辦理文書之人，天聰五年(1631)改巴克什(baksi)為

筆帖式，掌管繙譯滿、漢章奏文書。詳見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422。 
152
 民人入仕基本上僅能透過科舉考試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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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得力，遇有遇有獎敘教習之年，則一併獎勵。 

    綜上所述，清語向被滿洲統治者視為「旗人根本」，道光、咸豐、

同治三位皇帝在位期間依然不時強調清語的重要性，而且亦透過繙譯考

試以及繙譯儒家經典的方式，來加強旗人的清語能力。不過，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所帶來的西力衝擊，使滿洲統治者注意到培養繙譯與外交人才

的必要。惟辦理外交涉及國家機密，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漢人官員可用

但不可不防，外交事務這等國家大事，還是交由自己人辦理較為妥當。

因此，在急需外語、外交人才以及政治上的防範二重考量之下，朝廷於

同治元年成立京師同文館，並專門招收八旗子弟入學。此後，滿洲統治

者加強旗人清語能力的同時，亦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舉措，意即開始重視

旗人外語能力的培養。 

    京師同文館成立之初，八旗子弟主要透過咨傳、保送的方式入學，

不須經由公開考試。旗人進入京師同文館就讀以後，統治者給予他們種

種優厚的待遇，有官品的學生享有薪俸，而尚未獲得官品者，遇有馬甲

出缺，亦可即刻坐補。而且，這些學生不僅享有俸餉、米折銀兩、膏火，

朝廷給他們於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項供給也極為豐厚，諸如：煤油、蠟燭、

紙媒、洋火以及飲食上的照顧等等。再者，八旗學生無論月課、季考、

歲試都有銀兩紅花的獎勵，歲試考列一等者，還賞給筆墨紙張；而大考

成績優異者，則授予七、八、九品等官，而七品官因復考一等而授為各

部主事者，甚至可以遇缺即補。由此可知，儘管朝廷成立京師同文館的

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解決旗人的生計問題，但旗人可因在同文館大考成績

優異，而授為各部主事，為旗人開闢了另外一條入仕的途徑。而授為各

部主事的旗人，領取固定錢糧與薪俸，生活有所著落，可見京師同文館

的初設，亦含有照顧旗人生計的意義。而且，不僅僅是照顧八旗學生的

生計，朝廷甚至也將閒散旗人納入照顧的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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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儘管統治者處心積慮優先給予旗人學習外語的機會，且提供

無微不至的生活照顧與豐厚的獎勵，但朝廷這項政策的執行成效不彰。

究其原因，首先，八旗子弟大多已經習慣安逸的生活，倚靠朝廷發給俸

餉維生，不願出外營生，亦不願意學習新事物。而且，他們往往覬覦其

他收入、地位更高的工作。因此，即便這些旗人被選入京師同文館學習，

但他們卻不肯用功，故導致學習成效不彰。其次，經過挑選的八旗學生

僅學習過滿文，於漢文義理尚未貫通，要求他們學習以洋文繙譯漢文，

實有其困難度。再次，當時許多旗人士大夫在心態上較為保守，不願與

洋人為伍，在此情況之下，學習外文很容易被投以異樣眼光，所以旗人

學習的意願大都不高。當旗人不願意學習外語時，統治者只好開放民人

入館學習，進而在外交工作上越來越倚重漢人官員，旗人只能退居次要。

如此一來，旗人在外交職權上的特權性與特殊性便大為降低。 

第四節  神機營的設置 

    十九世紀以來一系列的對外戰爭，使中國進入冷熱兵器相交的時代，

受到西方船堅炮利的刺激，滿洲統治者開始致力於八旗軍隊的現代化，

在北京設立神機營，用步槍、大炮代替了弓箭。儘管此時統治者仍然不

肯放棄騎射傳統，依然要求其他八旗官兵熟練騎射；但這種練習已經變

成一種毫無意義的形式主義，甚至連統治者自己也不再向以往那樣認真

練習傳統騎射。153在這種背景下所成立的神機營，係八旗中最早裝備洋

槍的部隊，或可將其視為統治者在維護滿洲民族傳統與遷就現實環境之

                                                      
153
 這種情況可從木蘭秋獮的衰微一窺端倪。嘉慶皇帝是清朝最後一位每隔一、二年就到木蘭

圍場狩獵的皇帝，大體而言，皇室的狩獵活動至道光元年(1821)就已全部結束，且自同治

二年(1863)起，木蘭圍場也逐漸開放成為耕地。詳見路康樂(Rhoads, Edward J. M.)著，王琴、

劉潤堂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 53。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Rhoads%252C%2BEdward%2BJ.%2BM.%2Farhoads%2Bedward%2Bj%2Bm%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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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平衡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成立背景 

    道光二十年到同治三年之間，為一內憂外患的時代，此時的中國外

有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內有太平天國動亂、捻亂、苗亂與回亂。尤其

在津通戰役之中，向來被視為八旗勁旅的在京八旗慘敗，清廷投入數以

萬計的八旗精銳部隊，其中包括外火器營與園明園八旗，雖然他們竭力

奮戰，但終究潰敗。究其原因，實與八旗的紀律不佳以及對於行陣不夠

熟悉有關，勝保即指出：「京營禁旅非初經行陣，紀律未嫻，即亦專用

火器，不能奮身擊刺，故一遇逆夷槍炮太密，往往望塵而麋。」154軍紀

不佳實為當時的一大問題，外火器營素稱京營節制之師，但在大戰即將

開打之前，卻出現了參領孝順布與營總穆騰額(mutengge)因查點兵數問

題發生言語糾紛，孝順布憤而將營總衣服扯破之膽大妄為的情形。155 

    而且，就連以驍勇善戰著稱的僧格林沁，其所帶的馬步官兵亦無法

抵禦敵人之攻勢，卓索圖盟、歸化城、吉林、黑龍江馬隊，潰散極多；

直隸提標、宣化、通永、山西大同步隊，潰散十之七八。甚至是僧格林

沁自己都認為：「京旗各營官兵，屢次挫失，心膽已寒。」同時，他也

指出：「瑞麟、勝保所帶之兵，現存無多；綿勳、議勒東阿所帶官兵，

雖系一方，槍箭刀矛，焉能抵敵炮火？」156僧格林沁所部的問題，與統

帥者的驕惰、姑息甚有干係。勝保認為僧格林沁的部隊馬隊雖多，但「半

                                                      
154
 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 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頁 119，〈奏

為夷氛逼近闕下亟需布置城守事宜並請旨飛召外援以資夾擊恭摺奏祈聖鑒事〉，咸豐十年八

月初九日。 
155
 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 5卷》，頁 15，〈奏為馬步官軍酌撤數里以免該夷窺

伺虛實恭摺奏摺聖鑒事〉，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156
 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 5卷》，頁 138，〈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軍情緊急趕速

議和以資補救摺〉，咸豐十年八月十五日。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2:273826706:6:SS4D5554454E474745@@66565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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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傷弓之鳥」，且帶隊官員大多「習成驕惰」。他並舉張家灣之戰為例，

在該戰役中，八旗兵丁並未傷折，但一聞夷炮，這些旗兵便立刻返奔，

惟僧格林沁並未參辦。勝保對於僧格林沁這種行為十分不滿，無奈感嘆

道：「邸帥姑息不加參辦，其何以振作乎？」157 

    對外戰爭的失敗，使滿洲皇帝與諸多大臣意識到整飭八旗軍隊的重

要，這時，如何重振八旗，從而穩固清朝的統治，便成為統治者的當務

之急。面對此一劇變，臣工紛紛上呈建言，各抒己見，希冀對大局有所

助益。 

(二)設置經過 

    在眾大臣之中，率先起議者為欽差大臣袁三甲，他於咸豐十年十月

上奏朝廷，陳述整頓的辦法。他於奏摺中先點出當時在京八旗所面臨的

問題，包括：第一、京城內，旗綠各營的兵額不下數十萬，每年耗費國

家帑項數百萬之多。儘管如此，卻出現「數既不能充足，人亦不盡精強」，

「遊手者得以坐耗，敢戰者疲於不飽」的情況。第二、朝廷聚天下之財

以養旗兵，例行薪餉之外，歲有加賞，照顧相當周延。然卻有領餉者只

要稍有不足，便「怨望橫生」，亦有習以為常與不知感恩者。第三、在

京八旗以操練為具文，儘管健銳、火器以及香山等營尚勤於訓練，技藝

亦能嫻熟，但一遇大敵，往往「望風而麋」。而且，京旗的平日訓練「幾

如紙上空談」，致使他們「睹旌旗而色變，聞鼙鼓而心惊」。第四、統領

往往在任不久，清廷臨時派人管帶，易導致兵將不相習，進退無所措的

情況出現。面對這些問題，袁三甲提出三個解決方案：其一，特別挑選

精銳者三、四萬人，另起新軍，優其糧餉，使其專習戎政，庶幾「士飽

馬騰，所向無敵」。其二，抽調部分旗兵單獨訓練。於各營擇年力精壯

                                                      
157
 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 5卷》，頁 108，〈專弁飛呈軍機大臣鈞啟〉，咸豐十

年八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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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酌撥十數人或數十人，不拘官階大小，分置各路軍營，定期換防，

仍於原營無損。其三，注意將官的養成。選擇久歷戎行，適合作為統領

者，專其責成，久於職守。如此一來，平日兵知將意，將識兵心；面臨

敵人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袁三甲這道奏摺，獲得了咸豐皇帝

的重視，硃批︰「精訓練選將才二條，著總理行營王大臣妥議具奏。」
158袁三甲的這道奏摺清楚點出了在京八旗的廢弛，並提出了三項解決的

辦法。惟特別挑選精銳，另起新軍，使其專習戎政一項，因觸及八旗制

度的核心，所以未被統治者接受。但抽調部分旗兵單獨訓練、注意將官

的養成兩項，於八旗制度本身無太大影響，所以可以交部奏議，並成為

日後神機營設置的重要內容與方法。 

    不久之後，文祥亦上奏請練八旗兵丁，奏摺略謂： 

制敵在乎自強，自強必先練兵。比者撫局雖成，而國威未振，宜亟

圖振興，使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況髮、捻交乘，尤宜

迅圖剿辦。內患能除，外侮自絕。請籌款添置火器營槍炮，給八旗

兵丁演習，選閒散餘丁別立營伍，專習技藝擡槍。並請飭僧格林沁

舉知兵將弁一人來京，督率訓練。159 

與袁三甲所奏另起新軍、抽調部分旗兵單獨訓練以及注意將官的養成等

辦法相較之下，文祥更注重八旗軍隊在武器上的使用，故奏請清廷籌款

添置槍炮，並挑選閒散餘丁另立一營伍，專習擡槍。惟就文祥所奏內容

來看，其所重者似乎仍為傳統的火炮，尚未提出添置洋槍、洋炮的要求。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醇郡王奕譞條奏〈訓練旗營章程〉，統治者下

                                                      
158
 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 5卷》，頁 311-313，〈為夷患稍紓國威未振亟宜力圖

整頓以杜禍患而固根本恭摺奏祈聖鑒事〉，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15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 406013679，〈奏陳訓練八旗兵丁添

習鎗炮技藝等件以資攻剿事〉，咸豐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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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議政王、醇郡王、都統瑞麟(žuilin)、侍郎崇綸、原任西安將軍福興

(fuhing)、貴州威甯鎮總兵遮克敦布等人，將一切章程悉心妥議具奏。160

議政王等人公同商議之後，擬定建營章程十條，內容如下：(一)八旗各

就所屬地方，設立公所，以資操演。(二)請每隊添派專操大臣、幫操侍

衛二三員，以資統率。(三)挑選各旗精兵，共一萬名，以資訓練。(四)

咨調各衙門司員章京，作為委員，辦理文案營務。(五)請由戶部海稅項

下，籌備公費，並獎賞之需。(六)添造各項器械，以備應用。(七)請由

工部咨取火藥鉛丸，以備施放。(八)查看八旗漢軍火器營礮位，擇其可

用者，咨取來營，以備演放。(九)咨行工部武備院，製造旗幟金鼓，以

申紀律。(十)道光年間鑄有神機營印信，未經鈐用，請飭部頒發以資行

移，即以神機營為現在設營名目。161神機營名目於此正式出現，滿洲統

治者下令「得旨依議」。並於同年十二月頒布諭旨：「命議政王會同醇

郡王，督率都統瑞麟、侍郎文祥、崇綸、署都統福興、副都統遮克敦布

管神機營事。」162至此，操演地方、統率大員、兵丁、經費以及火器來

源、旗幟金鼓、印信等一應俱全，象徵神機營的正式組建。 

(三)營制 

    神機營以王公大臣為管理大臣，專理營務，訓練官軍。在管理大臣

之下設有總理全營事務翼長，監督全營。營內還分設文案、營務、印務、

糧餉、覈對、稿案等六處，以及軍火局、軍器庫、槍礮廠、機器局、馬

步隊兵營等單位，職官共計約五百四十人。茲將神機營建置整理如下

表： 

  

                                                      
160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卷 9，頁 40b-41a，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上甲午條。 

161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卷 12，頁 58a-59a，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上壬戌條。 

162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卷 13，頁 47b-48a，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中辛未條。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1:1687788070:6:SS26233338323B55494C494E@@472624156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1:1687788070:6:SS465548494E47@@76332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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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1  神機營建置一覽表 

官名 人數 

管理大臣 數員 

總理全營事務翼長 3 人 

文案處： 

總理文案處翼長 2 人 

委翼長 2 人 

幫辦翼長 2 人 

委員 29 人 

書手 30 人 

營務處： 

總理營務處翼長 2 人 

委翼長 2 人 

學習翼長 3 人 

委員 45 人 

差委 74 人 

書手 64 人 

印務處： 

委員 2 人 

書手 4 人 

糧餉處： 

翼長 1 人 

委員 6 人 

書手 6 人 

覈對處： 

翼長 1 人 

承辦章京 1 人 

委員 7 人 

書手 24 人 

稿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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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長 1 人 

委員 5 人 

書手 7 人 

軍火局： 

管帶官 1 人 

營總 1 人 

辦事章京 2 人 

書手 3 人 

軍器庫： 

管帶官 2 人 

委翼長 2 人 

管庫章京 2 人 

委員 6 人 

書手 15 人 

槍礮廠： 

總辦 2 人 

委員 27 人 

書手 6 人 

機器局： 

總辦 3 人 

提調 2 人 

總監工 1 人 

委員 10 人 

辦事官 2 人 

書手 19 人 

馬步隊兵營： 

專操管帶 24 人 

幫操 25 人 

營總 41 人 

令官 17 人 

資料來源：[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臺北：啟文出版社，

1963年)，卷 1166，〈神機營．建置〉，頁 1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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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印信自古以來便係調動軍隊的關鍵，無印信不可擅自調動兵

馬。神機營於創始之初即規定以道光十九年所鑄而未經鈴用的神機營印

信作為新設神機營印信，於咸豐十一年由禮部頒發，正式啟用。163 

    另外，滿洲統治者設立神機營的起因之一即在於八旗兵丁疏於訓練，

所以加強訓練以提高八旗的戰鬥力便成為神機營的首要任務與主要職

能。為此，奕譞等人在酌議章程的同時，亦開始察看京城北端舊有的鑄

錢局等地，選擇數處作為操演公所，用以操練兵丁，並於煤渣衚衕為神

機營署所在。至同治三年為止，清廷所設的操演公所包括：設八旗頭起

馬隊兵廠於國子監西及紅橋南；設中營小隊廠於羊肉衚衕；內火器營馬

隊廠於方家衚衕；左翼驍騎營擡槍隊廠於東長安街；右翼驍騎營擡槍隊

廠於觀音寺；幼丁隊兵廠於西安門內；八旗漢軍排槍隊廠於東四牌樓十

二條衚衕；八旗漢軍礮隊廠於老君堂及小東嶽廟；以帥府園鐵錢局為操

練洋槍處所。164除了設置操演公所之外，清廷亦要求各營隊於每年春、

秋二季分撥官兵，前往「閱武田狩之所」的南苑扎營，集中操演，165顯

示統治者對於神機營操練的重視。 

(四)兵將挑選 

    兵將的優劣向來係軍隊戰鬥力強大與否的關鍵之一，神機營亦是如

此。因此，神機營兵丁多由各旗營之精英中挑選，且須為少壯者方能雀

屏中選。神機營建立之初，從京營禁軍之中挑選精壯兵丁約一萬名，其

來源如下： 

                                                      
163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66，〈神機營．建置〉，頁 2a。 

164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66，〈神機營．建置〉，頁

8b-9a。 
165
 [清]徐珂，《清稗類鈔．宮苑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公共處所附．南

海〉，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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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  神機營兵丁來源一覽表 

旗營名稱 挑選人數 

內務府精捷營 刀矛技藝兵二百名 

內務府三旗 鳥槍兵七百名 

八旗兩翼護軍營 擡槍兵五百名、馬隊五百名 

圓明園八旗 擡槍兵九百名 

健銳營、外火器營 馬隊兵一千名 

八旗滿洲蒙古驍騎營 擡槍兵二千四百名 

八旗漢軍槍營 排槍兵八百名 

八旗漢軍籐牌營 籐牌兵四百名 

八旗漢軍礟營 礟兵一千二百名 

※備註： 
1.除上述之外，亦從各旗營中挑選雜技兵一千四百名。 

2.資料來源：[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66，〈神機營．

建置〉，頁 4a-4b。 

不過，清廷也下令：「所調兵丁，如有不堪訓練者，隨時咨駁。」166顯示

統治者握有隨時剔除神機營兵丁的權力。如同治元年，即裁撤八旗漢軍

礟隊七百名，並令帶隊的十四名官員回旗當差；同年，亦撤回籐牌兵四

百名，令其回本旗自行操練。167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治三年，清廷

將前赴天津受訓的神機營兵丁全數調回，再度回歸神機營訓練，並抽調

內火器營部分官兵，合組兩翼技藝隊。同時，要求兩翼技藝隊改練洋槍

洋炮，且將其改名為「威遠隊」，168此即為日後八旗洋槍隊的由來。169 

                                                      
166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66，〈神機營．建置〉，頁 4b。 

167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66，〈神機營．建置〉，頁 4b。 

168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66，〈神機營．建置〉，頁

4b-5a。 
169
 同治十三年(1874)，廣州將軍長善與兩廣總督張兆棟在購得第一批西洋快槍之後，便以原

先會同英國弁兵練習隊陣的三百五十名旗兵為班底，再於旗兵中挑選精壯兵丁八百五十名，

共一千兩百名旗兵，奏請成立洋槍隊。此建議很快便獲得滿洲統治者的許可，遂於該年六

月便開始著手訓練。詳見何文平，〈晚清軍事改革中的廣州駐防八旗〉，《歷史檔案》，第

3期(北京，2002)，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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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兵丁之外，對統治者而言，帶兵將領的挑選亦為當務之急。惟

清廷慮及操演事務，事關重大，「非得久歷戎行大小各員用資訓導，不

足以成勁旅」，故准許每隊設專操大臣、幫操侍衛章京，統率操練。170茲

將各隊專操大臣、幫操侍衛章京以及帶隊章京的人數製成下表： 

表 3-4- 3  神機營各隊將領人數一覽表 

營隊名稱 將領人數 

兩翼前鋒八旗護軍營擡槍馬隊 專操大臣二員、幫操侍衛章京四

員、帶隊章京二十員。 

圓明園擡槍隊 專操大臣二員、幫操侍衛章京二

員、帶隊章京二十員。 

健銳營、外火器營兩營馬隊 專操大臣二員、幫操侍衛章京二

員、帶隊章京二十員。 

八旗滿洲蒙古驍騎營擡槍隊 專操大臣二員、幫操侍衛章京二

員、帶隊章京四十員。 

八旗漢軍槍營 專操大臣一員、幫操侍衛章京一

員、帶隊章京十八員。 

八旗漢軍籐牌營 專操大臣一員、幫操侍衛章京一

員、帶隊章京十員。 

八旗漢軍礟營 專操大臣二員、幫操侍衛章京三

員、帶隊章京二十四員。 

各旗營挑選雜技兵 專操大臣二員、幫操侍衛章京三

員、帶隊章京二十八員。 

內務府精捷營技藝隊 專操大臣一員、帶隊章京四員。 

內務府三旗幼丁 專操大臣一員、幫操侍衛章京二

員、帶隊章京十二員。 
資料來源：[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66，〈神機營．

建置〉，頁 2a-3a。 

                                                      
170
 [清]張之洞等總纂，《光緒順天府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卷 8，〈京師志．兵

制〉，頁 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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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4-2 與 3-4-3 可知，神機營設立之初，就編制來看，其兵源主

要是從各旗營抽調而來，與內務府、健銳營、火器營、馬隊等關係十分

密切。而且，根據王濤〈清軍火器、軍制與戰爭——以旗營與淮勇為中

心〉一文的研究，神機營亦相當側重輪訓各地旗兵，換言之，集中整訓

即為神機營初創的主要功能。171再就兵器配置來說，神機營最初係以擡

槍、鳥槍、傳統火炮為主要火器，並兼有籐牌、刀矛等冷兵器的使用。

惟西力衝擊之後，中國既有的冷熱兵器皆無法抵禦西洋的船堅砲利，在

此情況之下，神機營亦不能再繼續堅持固有的傳統，勢必須有所突破。 

(五)使用洋槍洋炮 

    早在西力衝擊之前，中國便已經開始使用火器以及各種大炮；而且，

這類武器在清朝的建立與鞏固政權的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172不過，與此同時，滿洲統治者並未捨棄傳統的騎射作戰方式，刀、弓、

箭仍然是當時作戰的主要武器。 

    直到神機營設立以後，儘管該營仍然有在使用傳統的火器以及籐牌、

刀矛等冷兵器，但奕譞等人強烈主張神機營應該強化新式的火器技藝，

改弓箭為洋炮，致使操演新式火器，使用洋槍洋炮便成為該營有別於其

他各營的一大特色。大體而言，神機營所使用洋槍洋炮包括：洋馬槍、

五六出手槍、德國克鹿卜陸路炮、哈乞開思兵槍、德國毛瑟后膛槍、單

筒洋鐵小馬槍、小洋槍等等。173這些新式火器大都是向外國購買，鮮少

                                                      
171
 王濤，〈清軍火器、軍制與戰爭——以旗營與淮勇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7年)，頁 49。 
172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與槍炮何干？火器和清帝國的形成〉(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收錄於司徒琳(Lynn A. Struve)主編，趙世瑜等譯，《世界時間與東

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下卷)(北京：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 152-207。 
173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66，〈神機營．訓練〉，頁

29b-30a；方裕謹，〈清醇親王奕譞信函續選〉，《歷史檔案》，第 1期(北京，19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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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自己製造。其中，洋馬槍、五六出手槍係委托崇厚採購；德國克

鹿卜陸路炮、哈乞開思兵槍以及德國毛瑟后膛槍由李鴻章代購；單筒洋

鐵小馬槍與小洋槍則委託三口通商大臣購置。而且，奕譞亦透過獎勵私

人捐助的辦法增加洋槍洋炮的數量。如此一來，再加上建營之初俄國所

贈送的部分洋槍，遂使神機營每人所擁有的洋槍數量超越淮軍，躍居當

時國內的領先地位。174 

    不僅如此，奕譞等人也相當注重八旗中新式武器人才的培養。舉例

而言，他們曾從京畿火器營、健銳營、圓明園八旗等營中選派一百二十

人到天津專習洋槍洋炮，訓練陣法與步法；175並先後選派圓明園八旗騎

兵五百名、威遠步隊兵丁五百名赴天津直接向西洋教練學習馬上刀法、

施放洋槍以及分合陣式。176這些前赴天津接受西式訓練的八旗官兵，返

京回到神機營之後，又在營內轉相教習，使洋槍洋炮與西式戰法戰術在

神機營之中得以進一步推廣。 

    綜上所述，面對西方船堅砲利的衝擊，旗人已無法繼續堅持騎射的

民族傳統。在現實環境的影響下，為了增強抵禦外侮的能力，滿洲統治

者不得不調整旗務政策，以北京為中心，建立一支新式的八旗軍隊，以

洋槍洋炮取代傳統的弓馬騎射，用新式陣式代替舊有的陣法。如此一來，

祖宗成法不可變的傳統觀念發生了動搖，八旗軍隊逐漸走出傳統，接觸

西方軍事科技，使用近代化武器裝備。而在此情況下誕生的神機營，正

是統治者在維護滿洲民族傳統與遷就現實環境之間的平衡點，被賦予了

重振八旗威勢與保家衛國的重責厚望。 

                                                                                                                                       
39-43。 

174
 陳一容，〈奕譞與晚清八旗陸軍近代化嘗試述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第 1期(重慶，1995)，頁 58-62。 
175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61年)，頁 476。 

176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三)，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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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觀本文的討論，清中葉以後的旗務政策相當具有彈性，常隨現實

情況而有所調整。道光二十年到同治三年之間，受大時代環境的影響，

在經濟上，由優先照顧八旗生計轉為以國家利益為重，為籌集戰爭費用

而廢止旗民交產禁令以及消減八旗兵餉，不再保障八旗生計來源，要求

旗人共體時艱。在文化上，旗務政策從重視清語騎射轉變為外語能力與

洋槍洋炮使用技能的培養。由此而論，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實有許多

為適應現實環境而產生的變化，以往那種「自乾隆年間實施兩次大規模

的漢軍出旗以後，朝廷的旗務政策即無太大變化」的說法，便不攻自破。 

    更進一步來看，旗民交產禁令的廢除，致使朝廷不再保障旗人財產，

轉而准許旗人、民人財產相互流通；八旗兵餉的削減亦導致八旗兵丁與

一般非旗兵一樣，皆被朝廷削減兵餉，不再在薪餉上享有特殊待遇。這

些舉措，在在削弱了八旗子弟在經濟上的特殊權益，使旗人不再特殊化，

縮短了旗、民之間的距離，使旗人逐漸與民人齊一，漸漸在經濟上齊民

化。 

    與此同時，儘管滿洲皇帝仍然未放棄傳統的清語騎射，但為了因應

西力東漸所導致的劇烈影響，清中期以後的滿洲統治者著手加強旗人的

外語能力以及洋槍洋炮的使用，而在此情況下誕生的同文館與神機營，

正是滿洲皇帝在維護滿洲民族傳統與遷就現實環境之間的平衡點，亦為

文化適應下的產物。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西化與現代化，旗人必須與民

人同步學習西方事物，無法繼續在文化上強調其特殊性，八旗清語騎射

能力因而逐漸消失，間接導致旗人與民人之間的差異性逐漸縮小，使旗

人邁向另一層面的齊民化。 

    由此可知，戰亂與西化係導致此一時期旗人在文化上和經濟上漸趨

齊民化的重要原因，而這種文化上的適應與經濟上的齊民化，加上富有

彈性的旗務政策，或許即為清朝面對諸多內憂外患，但其政權卻依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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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繼續維持穩定的關鍵原因之一。 





 

 

第四章  秩序恢復時期的旗務政策 

(1865—1893) 

    同治三年(1864)，朝廷敉平太平天國動亂，自同治四年(1865)起，國

庫收入逐漸增加，飽經戰亂的地區也逐步恢復，而恢復對八旗的照顧業

已逐漸成為當時最主要的旗務政策。一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

爆發以後，要求消弭滿漢畛域的聲浪日益高漲，朝廷的旗務政策才因而

再次轉變。因此，本文將同治四年起至光緒十九年為止的這段期間劃分

為同一時期，並稱之為「秩序恢復時期」。此時，滿洲統治者仍然不忘

重申國語清文為「我朝根本」，1一些旗人依然保有一定程度的滿文能力。
2而且，統治者仍然十分重視八旗子弟的騎射能力，其中尤以「龍興之

                                                      
1
 光緒元年(1875)，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剛剛即位之時，便頒布懿旨：「國語清文，係我朝根

本，皇帝應行肆習。」並要求署侍郎內閣學士翁同龢與侍郎夏同善盡心教導皇帝。(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150，光緒元年十

二月十二日，奉懿旨。)不過，此時的滿文，大都已是從漢文音譯而來，喪失了其原有的滿文

含意。舉例而言，光緒元年六月，貝勒載漪給其第一子命名時所參考的命名簿中，將漢文

「仁」字的滿文直接按漢語音譯為「žin」，而非採取傳統的作法，意譯為「gosin」。(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67，光緒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旨。)由此可知，

清朝後期的滿文與前期相較之下，已出現相當程度的變化，逐漸與在地的漢文化相互融

合。 
2
 舉例來說，正白旗滿洲繼格(gige)曾上〈奏陳八旗閒散數目多寡不一照例均辦緣由〉一摺，

此摺有漢文本，亦有滿文本，兩者在內容上並無太大差異。滿文原摺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

文如下：「aha baicaci toktobuha kooli de(竊查定例)，geren goloi seremšeme tebunehe manju 

monggo ujen coohai geren gūsai nirude(各省駐防滿洲、蒙古、漢軍各旗佐領內)，aika sula urse 

labdu komso adali akū oci (如閒散眾人多寡不一)，sunja aniya ocibe juwan aniya ocibe(或五年

或十年)，geren harangga jiyanggiyūn、gūsa be kadalara amban、meiren i janggin sai bici emu adali 

obufi neigen teksile(由各所屬將軍、都統、副都統等一律均齊)，kemuni neigenjeme teksilehe 

sula ursei ton be kooli songgoi boolame wesimbu(並將均齊閒散眾人的數目照例題報)。aika 

bošokū、uksin i oron tucici(若領催、披甲等缺出)，uthai teksileme goibuha gūsai dorgici sonjome 

gaisu sehebi(即從均齊分派的旗內挑補等語)。aha hujufi baicaci(奴才伏查)，že ho i seremšeme 

tehe jakūn gūsai sula urse(熱河駐防八旗閒散)，gemu juwan aniyai kooli songkoi teksil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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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東北地區為然。3不過，內憂外患既除，如何恢復對八旗人等的

                                                                                                                                       
icihiyame wesimbuhe be dangsede ejehebi(均照十年例奏請辦理在案)。yooningga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de kooli songkoi neigenjeme icihiyaha amala(於同治十三年照例均辦後)，badarangga 

doro i juwanci aniya de isibume bodoci geli juwan aniya ohobi(至光緒十年又屆十年)。te baicaci 

že ho、kara hoton juwe bai jakūn gūsai juwe galai manju monggo geren gūsai nirude tofohon se ci 

wesihun sula(今查熱河、喀拉河屯二處之八旗兩翼滿洲蒙古各旗佐領十五歲以上閒散)，uheri 

emu minggan ninju jakūn de isimbi(共一千六十八名)。meimeni gūsa nirui sula i ton geli labdu 

komso adali akū(各旗佐領閒散數目又多寡不一)，giyan i kooli songkoi teksileme icihiyame 

tondo neigen obuci acara be dahame(自應照例均齊辦理以昭平允)。aha bahaci an i nenehe 

aniyai fe icihiyaha songkoi(奴才擬請仍照向辦舊章)，že ho、kara hoton juwe bai dashūwan galai 

duin manju gūsai jakūn niru be emu obume(將熱河、喀拉河屯二處左翼滿洲四旗八佐領作為一

項)，jebele galai duin manju gūsai jakūn niru be emu obume(右翼滿洲四旗八佐領作為一項)，

jakūn monggo gūsai duin niru be emu obume(蒙古八旗四佐領作為一項)。harangga sula sai 

gemun hecen i gūsa niru be bodorakū(無論所屬閒散係京城何旗何佐領)，urunakū boigon 

anggala i ton be neigenjeme bodome adalikan obufi(一定平均計算戶口數目)，teksileme 

icihiyaki(均齊辦理)。」(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

年)，頁 679-684，〈奏陳八旗閒散數目多寡不一照例均辦緣由〉，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由此可知，

僅管自乾隆朝以降，八旗人等的滿語文能力已大幅衰退，但到了晚清，部分滿洲大臣具呈有

關八旗事務的奏摺時，仍會以滿文繕寫，顯示此時尚有一些旗人依然保有一定程度的滿文能

力。 
3
 儘管在上諭檔中已鮮少見及統治者要求八旗加強騎射能力的記載，但在《琿春副都統衙門檔》

裡面，仍保有一些相關事例的記錄。由這些記載大致可以歸納出同光年間(1862-1908)滿洲

統治者加強東北旗人騎射能力的舉措。其一，凡赴省驗缺以及承襲員弁，如騎射生疏，必將

該員撥回原處，並加以懲處。同治十一年(1872)，騎都尉恩祿騎射生疏，同治皇帝命恩祿回

去勤加練習，翌年再行考驗，如仍未進步，便照例革除。(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等合編，《琿春

副都統衙門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 69-70，〈琿春協領衙門檔冊房為札飭騎都

尉恩祿趕緊旋任勤習馬步騎射明年再驗事呈堂稿〉，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同年，承襲世職的閒散

明春，亦因騎射生疏，不准承襲世職，須回去熟練騎射，於翌年年終再行送襲。(同書，頁 78-79，

〈琿春協領衙門檔冊房為承襲世職閒散明春騎射生疏明年秋季再行送襲事呈堂稿〉，同治十一年十月初

五日。)由於類似案例層出不窮，同治皇帝將其歸咎於主管官員的不認真教演，因而下令：如

嗣後凡有赴省驗缺以及承襲各員弁等，如再騎射生疎，不惟將該員弁撥回懲處，並以該管等

官是問。(同書，頁 447-448，〈吉林將軍衙為飭督同該管官員隨時認真教演務期騎射精熟事致琿春協領

札文〉，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其二，參加童試的八旗考生須試以騎射，且旗人應考鄉試之

前，亦須通過馬步騎射的測驗，方可入場考試。同治十二年(1873)，寧古塔副都統衙門致札

文給琿春協領，要求其轉行黑龍江將軍、各城副都統以及雙城堡、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傳集

應試各文童，試以騎射國語，造具佐領清冊，並於定期以前移送過廳，以便歸入民童內一體

合棚考試。(同書，頁 344-345，〈寧古塔副都統衙門為將應試文童試以騎射國語並造具清冊呈報事致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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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便成為此時最主要的旗務問題。而同治與光緒兩朝照顧八旗生計的

措施主要包括：恢復八旗兵餉、推行移旗屯田政策、照顧八旗孤寡、再

次頒布出旗為民諭旨、恢復旗民交產禁令以及發放生息銀兩等，惟前三

項舉措的實施過程較為複雜，而其他幾項過程則較為簡單，且相關史料

記載較少。故茲將恢復八旗兵餉、推行移旗屯田政策以及照顧八旗孤寡

獨立成三個單元討論，其他幾項則合併成一節探討。4 

第一節  八旗官兵薪餉的恢復 

    滿洲統治者認為旗人為「國家根本」，所以給予他們諸多生活上的

保障。然而，自道光二十年(1840)以降，戰亂頻仍，餉枯庫竭。為了緩

解國庫壓力，進而維持清朝政權的穩定，朝廷不得不調整旗務政策，不

再優先照顧八旗生計，轉而改採餉銀折發制錢、搭放制錢發給以及減成

發放的方式變相削減八旗兵餉。降至同治四年，情勢開始好轉，國家正

                                                                                                                                       
春協領札文〉，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光緒二年(1876)，朝廷要求駐防在東北地區的八旗依照

乾隆年間於考試之前，將騎射好者揀選送名之舊例，把願應鄉試的貢監生員送省考驗騎射。

(同書，頁37-38，〈吉林將軍衙門為飭將願應鄉試貢監生員送省考驗騎射事致琿春協領札文〉，

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4
 除了本文所列舉的幾項措施之外，此時滿洲統治者照顧八旗生計的方式還包括設置養育兵。

惟這項辦法是承襲前面幾位皇帝而來，並無太大變化，至多不過是添設兵額，故本文於此

不再詳加討論，僅列舉兵額變化如下：同治十年，鑲黃旗滿洲俄羅斯佐領下，添設養育兵

十四名，每名月領餉銀米石，仿照八旗成案一律辦理。同年，守護東陵添設養育兵八十八

名，守護西陵添設養育兵五十六名，每名月給餉銀一兩五錢，遇閏加增，按八成實銀支給。

同年，俄羅斯佐領下，原設甲兵額數外，再增添馬甲二十缺、有米養育兵九缺、無米養育

兵五缺，仍歸原設佐領驍騎校管理。([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臺北：

啟文出版社，1963年)，卷 254，〈戶部．俸餉〉，頁 23a；同書，卷 258，〈戶部．俸餉〉，頁 29a-29b；

同書，卷 1121，〈八旗都統．兵制〉，頁 7a。)另外，亦有大臣曾經上奏朝廷擬自集資本，在西

陵圍界外試辦蠶桑，以推廣八旗生計。然而，光緒皇帝認為陵寢重地攸關風水，故下令：「所

請於內外圍界外種桑之處，著毋庸議。」(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128296，〈奏為擬自集資本試辦蠶桑為旗丁推廣生計等由〉，光緒十年六月十八日。)由此可見，僅管

臣工曾擬多種解決八旗生計的辦法，但礙於種種傳統觀念的限制，無法實力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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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逐漸轉危為安之時，軍費稍有緩解。此時，統治者再度以照顧旗人生

計為優先考量，逐步恢復對八旗兵丁的照顧，開始支放實銀，並加放薪

餉成數。對生計維艱的旗人來說，恢復其薪餉是最直接的金錢資助，且

從恢復的過程中亦可窺見八旗與綠營所受的差別待遇。以下擬就八旗兵

餉恢復的過程與實施成效進行探討。 

(一)實施過程 

    同治五年(1866)起，朝廷下令將每月原本支放京錢六千串的圓明園

護軍營進班官兵口分應操官兵盤費，改放實銀六百兩。5以咸豐十一年

(1861)京錢二十千折給實銀一兩的比例來看，6改放實銀之後，旗兵所領

薪餉實質上較原本為多，這對解決日益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不無助益。

同治六年(1867)，朝廷加放一成八旗兵餉。其中，驍騎校等項官兵，放

給五成實銀，二成錢折；技勇養育兵等，放給六成實銀，二成錢折；槍

甲等，放給七成實銀。7隔年，亦下令將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午

門兩翼前鋒營值班官兵的應領口分銀兩，按照舊章給發實銀，毋庸折扣；

而且，針對紫禁城外圍值班，向無口分之兩翼前鋒營官兵，統治者也下

                                                      
5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67，〈圓明園護軍營．建置〉，

頁 5b。 
6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220，〈戶部．錢法〉，頁 14b。京

錢是一種通用於北京的制錢，由銅製成，以制錢五十文為京錢一百文。([清]福格，《聽雨叢

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 7，〈京錢〉，頁 152。)清初，京局鑄造制錢所需的銅材，主

要是從日本進口的洋銅。但康熙朝後期以降，日本限制銅材出口，朝廷遂下令湖南、湖北、

廣東三省採買滇銅運京。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計算運送滇銅與鑄錢至北京所需的運費後

發現，運送鑄錢至北京，與運送滇銅入京相比，可節省十六萬餘兩白銀。因此，清廷認為與

其令湖南等三省採買滇銅運京，不如在雲南就地鑄錢，再將鑄好的制錢利用漕運運抵北京，

以節省鑄錢成本。於是，自乾隆元年(1736)開始，便由雲南的廣西府鑄運京錢。不過，由於

這項措施並未達到節省鑄錢成本的目的，故朝廷於乾隆五年(1740)下令雲南停止鑄解京錢。

詳見李強，〈清代雲南廣西府鑄運京錢始末〉，《中國錢幣》，第 4期(北京，2003)，頁 20-25。 
7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254，〈戶部．俸餉〉，頁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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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併添放口分，按照紫禁城內值班的定例，發給實銀。8 

    然而，在朝廷逐步改放八旗兵餉實銀的同時，卻有大臣提出相反意

見，希望朝廷加放大錢給八旗官兵。9光緒初年，市場上的大錢相當缺

乏，不敷周轉，錢鋪紛紛關歇，商民交累。為了改善這種情況，吏部尚

書萬青藜等人曾於光緒四年(1878)五月奏請每月加放官鑄大錢給八旗官

兵，毋庸以現錢折銀，以益於時局。對此，滿洲統治者下令軍機大臣會

同戶部妥議具奏。10惟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商議之後，認為順天府所奏理

應暫緩，其理由如下：第一、若於八旗兵丁薪餉內，加放大錢成數，減

放現銀成數，而銀錢市價相差懸殊，則兵丁大為苦累。以搭放二成制錢

為例，按當時的官訂銀錢比價，錢四串可折銀一兩，對食五兩錢糧之兵

丁來說，其薪餉的二成，意即一兩銀，需以制錢搭放；按錢四串可折銀

一兩的比價換算，則可搭放錢四串。其中，錢一串可折成銀二錢五分，
11但是，按當時的市價，銀二錢五分可兌換的錢卻不只一串。12因此，如

                                                      
8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50，〈前鋒統領．建置〉，頁 16a。 
9
 咸豐十一年(1861)朝廷開始發行大錢，就面額而論，較常見的大錢大致可分為五種，當千至

當十，其重自二兩遞減至四錢四分。換言之，面額一千文的錢一枚，重二兩；五百文的重一

兩六錢；一百文的重一兩四錢；五十文的重一兩；十文的重四錢四分。就材質來說，大錢一

開始是由銅製造的，後出現鐵制大錢，有當一、當五、當十等三種；爾後，戶部又認為鐵

既可以抵銅，鉛似可以佐鐵，所以一度鑄造鉛制大錢，作為搭配的散錢。(清史稿校註編纂小

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年)，第 5冊，卷 131，〈食貨五．錢法〉，頁 357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咸豐朝的錢制相當複雜，除了制錢與前述的當十、當五十、當一百、當

五百以及當千等五種大錢之外，尚包括當四、當五、當八、當二十、當三十、當四十、當八

十、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等十種錢制。詳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8年)，頁 759。 
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78，光緒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奉諭

旨。 
11
 「錢四串可折銀一兩」與「錢一串可折成銀二錢五分」中的「一兩」以及「二錢五分」，俱

為重量單位，一兩等於十錢，一錢等於十分。按此單位換算，錢四串可折銀一百分，那麼，

錢一串則可折銀二十五分，即等於折銀二錢五分。 
12
 不過，軍機大臣等人的說法似乎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相差甚大。事實上，自同治十年(1871)起，

由於歐洲國家先後採行金本位，對白銀的需求大減，再加上白銀產量漸增，終導致銀價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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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改放現錢，兵丁虧損實多。第二、此時，私鑄銅錢盛行，13「私鑄不

禁，官錢日燬，其源不塞，其弊不清」。14在此情形下，若加放官錢，即

等於「多供若干串私鑄之資」，15於市局反而有害。第三、八旗二成餉錢，

每月應放制錢七萬七千三百三十餘串，合京錢十五萬四百六十餘吊，16意

即每年約需京錢一百八十五萬餘吊。然而，以戶局現存當十大錢八萬九

千一百餘串，合京錢一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餘吊來看，17戶局所存之款，

已不足一年之用。滿洲統治者認為軍機大臣所奏有理，下令依議執行。
18由此可知，僅管加放大錢給八旗官兵有益於改善市場上缺乏大錢的情

況，但統治者仍然以八旗兵丁的虧損與否作為首要考量，不輕易加放官

                                                                                                                                       
銅價上漲，出現錢貴銀賤的現象，而白銀每兩所能換得的制錢數目亦逐漸減少。舉例而言，

咸豐年間(1851-1861)，每銀一兩，可換制錢二千文，至同治十年(1871)還能換到一千八百

多文，但到了光緒四年，每銀一兩卻只能換到制錢一千五百八十二文而已。(詳見彭信威，《中

國貨幣史》，頁 843。)以此數字推算，銀一百分(一兩)可換制錢一千五百八十二文，則銀二十

五分(即二錢五分)可換得制錢約三百九十五文；又錢一串為制錢一千文，所以銀二錢五分可

換得的制錢數量根本不及一串，軍機大臣等人的說法仍然有待更進一步的查考。 
13
 禮科給事中舒璧於光緒四年五月上奏，頗能呼應軍機大臣等人的說法。舒璧於該奏摺指出私

鑄銅錢的情形，他奏稱：「查近日京師地面，私鑄錢文攙合甚多，刻下每千當十錢，攙合私

錢將及一半，街市呼私錢名曰沙板錢。風聞直隸一帶地方私鑄錢文匪徒，或在河內船中，或

在山隅，或在幽僻村莊，膽敢藏匿火器兵刃，以防查拏拒捕之用。」對此，滿洲統治者認為，

京師私錢充斥，以致物價騰貴，於人民生計殊有妨礙；且近京一帶，多有匪徒私銷官錢，改

鑄漁利，故下令嚴拏懲辦。(佚名輯，《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頁 590。) 
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94，光緒四年六月十二日，奉旨。 

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94，光緒四年六月十二日，奉旨。 

16
 《聽雨叢談》記載：「(都中)以制錢五十文謂之京錢一百」([清]福格，《聽雨叢談》，卷 7，〈京

錢〉，頁 152。)《清朝續文獻通考》亦記載：「(同治六年)今天津為京錢二百實只制錢一百」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卷 21，〈錢幣考三〉，頁 7710。)因

此，制錢七萬七千三百三十餘串，按制錢五十文謂之京錢一百的比價換算，大約可換十五萬

餘吊的京錢，正文中的數字即因此而來。 
17
 關於當十大錢與京錢的兌換比價，筆者翻閱了《清實錄》、《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清

朝續文獻通考》、《清史稿》等官書文獻資料，目前尚未見及相關記載，這部分有待日後詳加

查考。 
1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93-195，光緒四年六月十二日，奉

旨。 



第四章  秩序恢復時期的旗務政策(1865—1893) ．213． 

 
 

鑄大錢的成數，優先照顧八旗生計的意圖十分明顯。 

    自此以後，一直到光緒九年(1883)為止的這段期間，統治者鮮少再

針對恢復八旗兵餉成數與加放實銀這一議題頒布相關命令。但光緒十年

(1884)情況有了改變，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於此年授命參與軍機

處決策，而增加旗餉正是其當國十餘年中的三大政之一。19在此影響之

下，國子監司業治麟便於同年八月奏請朝廷振興八旗以固根本。他認為

振興八旗之道即在於恢復八旗兵餉，故先於奏摺中分析了減成旗人薪餉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他說： 

查驍騎校、護軍校、親軍校、前鋒校等，每名每月支餉銀五兩，領

催、護軍、前鋒等，每名月支餉銀兩，定例原不為少。第自減成以

來，支五兩者，僅得二兩一錢有零；支四兩者，僅得一兩八錢有零；

支三兩者，僅得一兩三錢有零。加以庫虧翦傷，到手尚復有幾？以

銀易錢，多不過二三十千，少只十餘千，以一家四五口計之，每月

所支，祇可敷衍數日？若人口稍多，再值物價昂貴，即數日亦不能

支。此猶就食餉較多者言之，而少者更可知矣。於是相率為小本經

紀，為匠作、為田傭，甚且隱其姓名，假冒民籍，為人執役。……

八旗勁旅一旦淩替至此，無惑乎視操演為具文。臨戰陣而卻步，非

盡好逸倖生，蓋有迫之使然者也。20 

正因如此，治麟上奏朝廷，希望統治者能下令戶部悉心籌畫。即使不能

全數復舊，亦應將驍騎、親軍、護軍、前鋒、圓明園、健銳以及內外火

                                                      
19
 《異辭錄》記載：「(醇親王)當國十餘年，所設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餉，以固本也；興辦

園工，以希寵也；大練海軍，以強國也。」([清]劉體智，《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3，〈醇親王當國之弊〉，頁 178。) 
2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 874，〈奏為

八旗禁旅積貧成弱急宜振興以固根本〉，光緒十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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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營的俸餉，按照十成餉銀發給。他認為如此一來，朝廷每年僅需加

銀一百六七十萬兩，而八旗兵丁必會感激圖報。對此，滿洲統治者認為

自俸餉減成發放以後，八旗兵丁生活困苦，係屬實情，故下令「嗣後八

旗均給與十成俸餉」。21 

    不過，恢復八旗十成薪餉所需的銀兩該從何處取得？刑部左侍郎薛

允升認為「我朝武功之盛，遠邁前代，開擴削平，非恃綠營，大約八旗

兵力居多」，且「募勇為權宜之計，朝廷應以練旗兵為固本之圖」，所以

「與其以有用金錢招致游勇，何如就旗兵餉項量為加增」。22薛氏因而於

光緒十一年(1885)七月二十三日，上奏朝廷仿照東三省練兵加餉的方式，

裁減勇營，藉以將中外各旗營量加兵餉，原摺略謂： 

覈計各省現年兵餉需銀一千四五百萬兩，其養勇之費，每歲約需銀

三千四百餘萬兩，加以京外旗兵又需額餉一千餘萬兩。歲入之款，

約共應收銀七八千萬兩。是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養兵勇，斷

非經久之道。今欲酌加旗營餉需，即就在京各營應領餉項計之，現

在支給銀六百餘萬兩，如議加復成數，約須增銀三百萬兩，部庫實

難另籌。惟有將各省營勇裁減浮濫，每省每年各裁節銀二三十萬，

分批解部，以供加餉練兵用。23 

薛允升認為清朝武功之所以如此強盛，實因仰賴八旗兵力，故主張藉著

裁減勇營的方式增加八旗兵餉。值得注意的是，薛允升為陝西省西安府

長安縣人，並非旗人。何以一個漢人官員會主動站在旗人的立場，替八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頁 875，〈奏為八旗禁旅積貧成弱急宜振興

以固根本〉，光緒十年八月。 
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200-201，〈為遵旨會奏事〉，光緒

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98-199，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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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謀求福利？此不外乎是為了在滿洲政權中求生存，伺機表現，以博得

統治者的歡心。《清史稿》即記載：「(薛允升)因條例練兵裁勇機宜，上

嘉納。」24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一時期滿、漢官員之間的界線，與清初相

較之下，已逐漸趨於淡化。 

    對於薛允升的建議，慈禧太后下令軍機大臣會同戶部、醇親王奕譞

會商。奕譞等人會商之後，相當同意薛氏的看法，並於同年八月奏請朝

廷採納薛允升的建議，裁減勇營以增加旗營兵餉。奕譞等人於奏摺中詳

細說明了養勇對國家財政造成的負擔：就國庫開支而言，朝廷每年養贍

的兵勇人數眾多，包括數百萬各省兵勇以及京外旗兵三十餘萬人；前者

每年需餉五千餘萬兩，後者則需一千餘萬兩。然而，朝廷收入實在有限，

每年歲收僅七八千萬兩，且其中仍有欠完銀六七百萬兩。因此，奕譞等

人贊同薛氏裁減勇營的建議，認為該建議「實為今特要圖」。25但裁撤對

象為何？奕譞等人認為應裁撤勇營中的浮濫冗員，包括：虛伍空額、年

老幼稚、無事長夫以及雜費冗弁。而且，他們亦贊同薛允升的看法，建

議自光緒十二年(1886)起，在每省每年各從所支勇營餉下，酌量各地情

形，各裁節銀二、三十萬兩，分批解部，以供增加旗營兵餉之用。26慈

禧太后認為奕譞等人的建議相當可行，旋即頒布懿旨： 

    各省招募勇丁，向多麋費。上年辦理海防，又復紛紛添募。現當軍

事敉定，本應認真裁減，汰弱存強。各疆吏往往因伏莽未除，留為

彈壓防守之用，甚至統帶營官藉詞肥己，均所難免。八旗向稱勁旅，

                                                      
24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13冊，卷449，〈列傳二百二十九．薛允升〉，

頁 10462。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201，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懿旨。 
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200-204，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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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宜加餉精練，果能裁無用之營勇為有益之要需，實屬根本至計。

著各直省將軍、督撫破除成見，迅將各該省現有勇營切實覈減。27 

裁減勇營中的冗員，並將所騰出的銀兩解至京城，在當時不失為充裕度

支的辦法之一。加放兵餉有了來源之後，滿洲統治者遂下令恢復發放八

旗兵丁全餉。同年十一月，朝廷即認為咸豐年間(1851-1861)朝廷將兵丁

薪餉減成放給之舉，原屬一時權宜之計；而此時軍務已經敉平，故採納

諸臣的建議，在先前所頒布之命令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下令恢復發放全

餉： 

王公及在京官員俸銀，京師旗綠各營兵丁餉銀並太監錢糧，自光緒

十二年正月起，一律仍照舊制，全數放給。至陵寢盛京及各省官員

兵丁減成俸餉，著俟庫款稍裕，由戶部奏明請旨。其自減成以後，

各旗營添支辦公款項，本為舊例所無，今既加放全餉，應如何分別

裁減之處，著該部即行妥議具奏。28 

其中，關於各旗營添支辦公款項，亦於當同時開始停止發放，包括：護

軍統領衙門擡槍弁兵每月津貼銀一千四十八兩，以及護軍統領衙門加放

公費銀三百六十兩。29再者，由這則上諭亦可看出此時朝廷恢復薪餉的

對象，暫且僅限於在京的八旗與綠營，至於各省駐防兵丁，則有待國庫

充裕之後，再行商討。事實上，當初滿洲統治者在削減兵餉時，即以在

京的八旗、綠營以及近畿駐防為主；各直省駐防八旗中，隨同各省綠營

彙撥兵餉者，則不再削減之列。正因如此，日後恢復兵餉時，才以在京

                                                      
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99，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懿旨。 
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307，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奉懿旨。 
29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52，〈護軍統領．建置〉，頁

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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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旗與綠營為優先。30值得注意的是，僅管綠營兵餉亦被統治者納入

恢復之列，但兩者恢復的方式卻有顯著的差異。不同於八旗以裁減勇營

中之冗員的方式獲取經費來源，綠營則是透過減兵加餉，就餉練兵的辦

法，在餉額總數固定的前提下增加兵餉。31如此一來，如欲替綠營士兵

增加薪餉，就必須先削減兵額而後才可加餉。32 

    不過，在恢復八旗兵餉的過程之中，亦有督撫持反對意見，浙江巡

撫劉秉璋即「不以加旗餉為然」，33甚至公然上奏要求緩加旗餉。劉氏認

為籌辦海軍經費與增加旗餉，皆為國家根本之計，但兩大政令同時並舉，

需餉太鉅；如果這兩項政令無法並舉，則應該先專意海軍，待海軍就緒，

國庫有餘，再議旗兵加餉。對此，滿洲統治者硃批：「創立海軍，自係

當務之急；而旗兵日久困苦，何以資操練而固根本？……原摺著即擲還。」
34朝廷即刻否決了劉秉璋的意見，將王公百官旗營俸餉照舊全數發給，

並要求各省撥款解部，以作為旗營加餉的來源。35觀察朝廷與劉秉璋的

                                                      
30
 至於其他未隨同各省綠營彙撥兵餉的駐防八旗，究竟何時恢復發放全餉，筆者目前尚未見及

相關史料，故不得而知。惟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中，有以下記載：在戰亂時期，因庫款

竭蹙的關係，西安滿營大部分的八旗官兵原本僅能領到六成薪餉；陝西巡撫鹿傳霖因而於

光緒十六年(1890)奏請朝廷在奏銷餘剩項下加撥銀兩，將滿營現支六成月餉酌加一成發放，

並得到光緒皇帝的允許。(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頁 168-169，〈奏陳籌議滿

營酌加月餉〉，光緒十六年三月初七日。)顯示遲至光緒十六年，駐防八旗的兵餉仍未完全恢

復。 
31
 左宗棠曾上奏〈謹擬減兵加餉就餉練兵〉一摺，主張裁汰「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煙之兵」、

「虛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以及各標協營「聽差傳號書識各名色不預操練之兵」，

藉以達到「只減無用不可練之兵，於兵制實無損」與「扣此項裁兵之銀，於餉事亦無所加」

的目的。([清]左宗棠，《左恪靖奏稿初編》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年)，第 502冊，卷 34，〈謹擬減兵加餉就餉練兵摺〉，頁 15a-21a。) 
32
 羅爾綱，《綠營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 348。 

33
 [清]劉體智，《異辭錄》，卷 2，〈旗籍大臣〉，頁 111-112。 

34
 [清]劉體智，《異辭錄》，卷 2，〈劉秉璋奏請緩加旗餉增練海軍〉，頁 113-115。 

3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242-243，光緒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奉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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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可知，儘管劉氏上奏反對統治者恢復發放八旗全餉的政策，認為應

該先經費用於籌辦海軍；但朝廷仍然以照顧八旗生計為優先考量，否決

了劉秉璋的提議，毅然決定增加八旗兵餉。 

    由上述可知，同樣是恢復兵餉，但朝廷恢復八旗與綠營兵餉的方式

卻截然不同，而且，就連八旗內部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就經費來源而

論，朝廷規復八旗薪餉是以裁減勇營中之冗員的方式獲取經費來源，但

對綠營卻採取減兵加餉，就餉練兵的辦法。由此而論，滿洲統治者考慮

恢復兵餉的經費來源時，會藉裁撤勇營冗員的方法，從而儘量維持旗人

披甲當差的機會；但卻透過削減綠營兵額的方式來恢復綠營兵餉，致使

部分綠營兵丁丟失工作，生計失去保障，其中的差別待遇相當明顯。或

許有人會認為朝廷因中法戰爭而增設勇營，此時戰爭既然已經結束，裁

撤勇營便是天經地義之事，故不得將其視為一種差別待遇。然而，這種

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透過裁撤勇營所獲得經費，實可分撥給綠營，

作為加餉來源之用，如此一來，部分綠營兵丁就不會因此而失去工作；

但統治者卻藉此方式僅恢復八旗兵餉，優先保護旗人的意圖十分顯著。

再就恢復兵餉的時間順序來看，同樣是八旗兵餉，朝廷基於現實財政狀

況的考量，暫且只恢復在京八旗的兵餉，而各省駐防兵丁，則需等到國

庫充裕以後，再行斟酌。 

    探究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實可用差序格局的概念加以理解。在此

概念之下，八旗身處於滿洲統治集團之中，享有較多的權利，亦較受統

治者照顧；綠營則屬於被征服者，不再滿洲統治集團的範圍之內，故所

擁有的權利較少，也較不被統治者照顧。而且，同樣身處於滿洲統治集

團之中，在京八旗與駐防八旗所受到的待遇也相差甚大。站在統治者的

立場，京師為首重，所以需要由最親近、最可靠者駐守，於是出現了在

京八旗多為「親枝藩附」，駐防八旗則係「佐領中之餘丁，佐領外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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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的差別。36正因如此，與駐防八旗相較之下，在京八旗享有較為優

渥的待遇，37故亦成為滿洲統治者優先關照的對象。 

    另外，除了恢復八旗兵餉之外，此一時期，朝廷亦開始著手恢復咸

豐八年(1858)起因財政困難而停放的八旗兵丁白事卹銀，惟支放數目按

照例定銀數減半放給。38不過，對駐防八旗兵丁而言，白事賞銀減半發

給仍屬不足，每遇喪葬之事，諸形掣肘，境況艱窘。李瀚章因而於同治

十二年(1873)八月奏請朝廷，將荊州旗營的白事惠濟銀兩照原額支給。39

同治皇帝奏准仍照往例全數支放白事賞銀，以示體恤，而紅事賞銀則照

舊例暫停發給。40此後，這種優卹八旗兵丁的白事卹銀制度行之不墜，

直至清朝的覆滅。 

(二)執行成效 

    儘管自同治五年開始，朝廷已經逐步增加旗餉，但由於八旗兵丁的

薪餉尚未全額恢復，其生計依然相當困頓。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丁

寶楨認為青、德兩滿洲營兵丁，生計日益維艱，且又逢歲暮嚴寒之時，

苦累更甚。然而，他考慮到此時山東省水災頻仍，正賦難免會有所減少；

且各省協餉及山東省防營用項，尚屬繁多，這些情況皆導致司庫入不敷

                                                      
36
 [清]魏源，《聖武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一，〈開國龍興記五〉，頁 73a。 

37
 這種差別主要表現在餉銀與出路兩方面。就餉銀而論，在京八旗的領催、前鋒每名每月的餉

銀為四兩，馬甲為三兩，步甲、養育兵為二兩(有時也為一兩)；而駐防八旗的領催、前鋒每

名每月的餉銀為三兩，馬甲為二兩，步甲、養育兵為一兩。就出路而言，清代旗人的出路最

主要有二：一為應試做官，另一為披甲當差。然而，清廷一開始並不允許駐防八旗在其駐防

地參加科舉考試，致使其出路較京旗為窄。詳見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

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 220。 
38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139，〈八旗都統．優恤〉，頁

18a。 
3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111274，〈奏報將荊州旗營例支之紅

白惠濟兩項銀兩照額支給〉，同治十二年八月。 
40
 [清]希元，《荊州駐防八旗志》，卷 6，〈食貨志第一．恤政〉，頁 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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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此則難以奏請增復滿營兵餉。為了同時兼顧八旗生計與朝廷的困

難，在權衡輕重之後，丁寶楨奏請朝廷援引同治三年(1864)惠福所奏於

該年十二月下按十成實銀支放一月之例，將同治九年十二月下，應發青、

德兩滿洲營的兵餉，按十成實銀支放一月，俾禦寒冬，至於來年兵餉，

則仍照五成舊案支給。此次上奏，亦得到同治皇帝的允許。41同治十年

(1871)，春福咨文丁寶楨：「滿營俸餉未能復額，兵丁困苦情形日甚一

日。……現在本省已無軍務，可否將俸餉增復三成，仍按八成實銀支發，

請據情轉奏。」丁寶楨基於之前的考量，與布政使文彬再四籌商之後，

奏請朝廷：「以本年為始，每年冬季應發滿營俸餉，按八成實銀支放，

俾禦嚴寒。其餘春、夏、秋三季仍按五成舊章支給，一俟庫款稍裕，即

請增復八成原額。」同治皇帝下令戶部議奏。42 

而且，除了駐防八旗生計困難之外，守護陵寢的八旗官兵也面臨了

相同的窘境。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馬蘭峪一帶銀價回減，糧價倍增，

導致該地區八旗兵丁生計艱窘的情況較其他地區嚴重，載遷等人因而奏

請將該處東陵八旗的兵餉按舊例全數支放，統治者要求交由戶部議奏。
43 

    及至光緒朝，八旗兵丁生計維艱的情形並未因支放實銀，或是加放

薪餉成數而有明顯改善，反而甚至出現因盼餉無望而聚眾喧嘩叫囂，或

僅靠錙銖之餉而養全家老少的現象。光緒元年(1875)，滿洲統治者即因

「涼莊滿營官兵情形困苦，需餉甚殷」的原因，下令四川總督吳棠從四

                                                      
4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104967，〈奏請准將應發青德滿營兵

餉按十成實銀支放一月事〉，同治九年十二月。 
4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110469，〈奏為東省青德滿營兵丁困

苦懇請自本年為始每年冬季俸餉按八成實銀支放其餘三季仍按五成舊章支給〉，同治十年十

月二十九日。 
4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114614，〈奏請賞給八旗兵丁全餉事〉，

同治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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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協甘餉銀中，如數撥給涼莊滿營官所需俸餉。44同年十二月，署甯夏

將軍西安將軍克蒙額等奏稱：「甯夏滿營兵餉，本年僅據山西解到銀一

萬兩，兵丁盼餉無期，聚眾喧嘩。」而且，由於協領蘇勒圖將糧料銀價

領出之後，並未立即將這些糧料銀價發給八旗兵丁，旗兵們便整夜鬧事，

蘇勒圖甚至因此事而身亡。為此，滿洲統治者懲辦了克蒙額與八旗協領、

佐領等人，並從戶部借撥十萬兩銀，即行解往甯夏。45再者，御史俊義

曾署理正白旗滿洲的旗務，他於光緒八年(1882)五月十八日的奏摺中，

清楚描繪了親眼所見的情況：「每月到署回平，見領餉者，大半衣衫襤

褸，拮据難堪，甚至扶老攜幼，羣仰給於錙銖之餉。以一兩有餘之銀，

贍一人且不足，而況數口之家乎？」俊義認為就現實考量而言，近來漕

運米石，除各項支領外，頗有盈餘；且國庫與前幾年相較之下，有增無

減。因此，他奏請朝廷將八旗兵餉仍照舊章全數開放，46滿洲統治者下

令將俊義的奏摺交戶部議奏。47 

另外，守護陵寢之八旗官兵的生計問題亦未獲得多大的改善。光緒

四年四月，守護東陵貝子毓橚與馬蘭鎮總兵兼總管內務府大臣景霖就曾

上奏朝廷：守護陵寢官兵生計維艱，請賞發銀兩。滿洲統治者旋即下令

由戶部賞發銀二萬兩，並告誡官員如有「浮冒侵漁」的弊端，即行嚴參

懲辦。48 

    由上述可知，僅管朝廷已著手逐步恢復八旗薪餉，但旗人生計困頓

的情形並未徹底解決。究其原因，或與欠餉以及剋扣兵餉情形嚴重有關。

                                                      
4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87，光緒元年七月初八日，奉上諭。 

4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552，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 
4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123287，〈奏為八旗兵餉宜仍照舊章

開放由〉，光緒八年五月十八日。 
4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30，光緒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旨。 

4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23，光緒四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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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欠餉情形來說，按清制，各省布政使司在匯總本省的賦稅收入之後，

除留下部分朝廷核准的數額作為本省開支所需之外，其餘均需上解戶部

或協濟鄰近省份。49惟太平天國動亂爆發以後，各省拖欠京餉與協餉的

現象日趨頻繁，解款協撥制度遂遭破壞。以東陵八旗與甯夏滿營為例，

東陵八旗應支餉銀，向來是由直隸省的遵化、薊州以及豐潤三州縣由直

隸藩庫按季支領解送。同治六年，因藩庫支絀，不能按季支放，再加上

遵化等州縣在向藩庫領出銀兩之後，往往延不報解，致使東陵八旗兵丁

「生計窘迫，望餉甚殷」。同治皇帝因而下令這些州縣將「未領者趕緊

具領，已領者剋期解送。如解送遲延，即由直隸總督飭司查明懲辦」。50

數月之後，統治者再度要求直隸總督轉飭藩司，嚴催遵化等州縣將該年

夏秋冬季未解餉銀儘快解送，並將歷年欠解八旗兵餉一併迅速清解。51然

而，儘管同治皇帝再三催解，但問題並未因此而得到解決。至同治十一

年(1872)八月，遵化等州縣應領解的同治元年(1862)冬季暨二年餉銀，共

一萬六千二百餘兩，仍然未撥解至東陵八旗，導致該處旗兵「生計維艱」。

為此，朝廷趕緊要求李鴻章督飭藩司籌撥欠發兵餉，不得再有拖欠。52 

    至於甯夏滿營，其餉銀向來是由山西省每年撥解銀十萬兩而來，但

同治五年，該省欠解銀三萬八千兩，至同治八年(1869)亦共只解銀五萬

                                                      
49
 留在本地的支給經費稱之為「存留」，解交戶部之款是為「解款」或「京餉」，而協濟其他

省份者則稱為「協款」或「協餉」。上解戶部的「京餉」與協濟他省的「協餉」合稱為「起

運」，朝廷對於「起運」與「存留」的比例，以及哪些省份需要由哪些地區進行協濟等，均

有詳細的規定。詳見彭立峰，《晚清財政思想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頁 271-272。 
5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頁 168，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 
5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378，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內

閣奉上諭。 
5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172，同治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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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兩，積欠甚多。53而且，還發生「應解之餉寥寥」，甯夏將軍屢次催

解，而該省撫藩等拒不見面的情況。同治皇帝斥責晉省撫藩「不成事體」，

並要求巡撫鄭敦謹先行酌提銀三、四萬兩迅交甯夏滿營，以紓兵困。54由

以上種種，實可知拖欠協餉業已對旗人生計造成嚴重困擾。 

    再就剋扣兵餉來看，這種情形在軍隊中屢見不顯。舉例而言，光緒

元年，吉爾洪額即參奏烏魯木齊都統金順剋扣八旗兵餉，滿洲統治者要

求左宗棠確切查明具奏。55由此而論，從政策面來看，僅管統治者自同

治五年起採取諸多方式逐步恢復八旗薪餉，照顧旗人生計；但就執行面

來看，在各省拖欠協餉以及剋扣八旗兵餉等諸多情弊影響之下，終致朝

廷的努力化為烏有。 

    滿洲統治者自同治四年起開始恢復八旗兵餉，這對八旗兵丁而言，

無疑是最重要的經濟資助，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惟目前關於此議題

較有系統的研究成果尚附闕如，先前的研究大都只針對咸豐年間的削減

旗餉進行討論，較少論及之後的恢復八旗兵餉。陳鋒《清代軍費研究》

於第四章討論了八旗的薪餉制度，但其論述範圍僅限於清代前期，對中

後期的旗餉著墨不多，故並未討論到晚清的恢復八旗兵餉政策。56劉小

萌《清代八旗子弟》亦僅論述咸豐朝的削減八旗兵餉，並未注意到同、

光兩朝恢復旗餉的事實。57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

治權力(1861-1928)》也有提及清廷削減八旗兵餉的政策，但分析不夠周

延，甚至混淆削減與恢復八旗薪餉的時序。該書指出：在太平天國被平

                                                      
5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391，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奉上

諭。 
5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253，同治七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諭。 

55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 23，頁 6b，光緒元年十二月

上庚午條。 
56
 詳見陳鋒，《清代軍費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 30-77。 

57
 詳見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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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後，朝廷本身舉步維艱，只好削減旗兵的軍餉，約縮減了 30%~40%；

且對旗兵婚禮和葬禮額外資助也變成了借貸性質，從旗兵的軍餉中分期

扣除。58然而，透過本文的研究可知，自太平天國動亂遭朝廷敉平以後，

統治者即透過支放實銀以及加放薪餉成數的方式，著手恢復八旗兵餉，

並規復八旗兵丁的白事卹銀。因此，路康樂的論點實有疑誤之處。究其

原因，路氏在進行討論時，並未援引相關史料予以佐證，而是僅引用鄭

川水〈論清朝的旗餉政策及其影響〉一文，甚至出現誤讀的現象。筆者

查對原文，發現鄭氏一文的論述如下：「咸豐年間，清朝政府決定旗餉

『分別減成』發放。『驍騎校等項官兵，按四成實銀、二成錢折開放，

技勇養育兵按五成實銀、二成錢折開放』。這實際上就使八旗兵丁只能

拿到原餉的六、七成。」59由此可知，鄭氏認為削減八旗兵餉的時間為

咸豐年間，但路康樂卻誤解成太平天國被平定之後，而太平天國動亂被

平定的時間為同治三年，與咸豐年間相差甚大，故路氏所論實有明顯不

當之處。惟鄭川水雖然討論了咸豐時期的削減八旗兵餉，但卻未注意其

後的恢復旗餉，實屬可惜。 

    綜上所述，自同治四年起，國庫收入逐漸增加，飽經戰亂的地區也

逐步恢復，國家局勢開始好轉，軍費稍有緩解。此時，統治者再度以照

顧旗人生計為優先考量，逐步恢復對八旗兵丁的照顧，開始支放實銀，

並加放薪餉成數以及八旗兵丁的白事卹銀。不過，就實施成效而論，即

便朝廷已經增加旗餉，但由於八旗兵丁的薪餉尚未全額恢復，再加上各

省拖欠協餉以及剋扣八旗兵餉等諸多情弊，致使朝廷的努力化為烏有，

八旗生計依然相當困頓。然而，儘管朝廷部分恢復八旗兵餉的舉措效果

                                                      
58
 路康樂(Rhoads, Edward J. M.)著，王琴、劉潤堂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

權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 46。 
59
 鄭川水，〈論清朝的旗餉政策及其影響〉，《遼寧大學學報》，第 2期(瀋陽，1985)，頁 79。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Rhoads%252C%2BEdward%2BJ.%2BM.%2Farhoads%2Bedward%2Bj%2Bm%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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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但自俊義於光緒八年奏請朝廷將八旗兵餉仍照舊章全數開放以來，

一直到光緒十年醇親王奕譞主政以前，統治者鮮少再針對恢復八旗全數

兵餉這一議題頒布相關命令。奕譞主政以後，將增加旗餉列為三大政之

一，在此影響之下，便有大臣奏請朝廷振興八旗以固根本，滿洲統治者

遂於光緒十年八月下令給予八旗兵丁十成俸餉。即便在恢復八旗兵餉的

過程之中，反對者亦為數不少，但朝廷仍然以照顧八旗生計為優先考量，

不顧反對意見，毅然決定增加八旗兵餉。 

    而且，從恢復八旗兵餉的過程之中，亦可窺見八旗與綠營之間，以

及在京八旗與駐防八旗之間所受的差別待遇。八旗人等身處於滿洲統治

集團之中，享有較多的權利與照顧；綠營則屬於被征服者，不在滿洲統

治集團的範圍之內，故所擁有的權利與照顧較少。因此，當統治者在籌

措恢復八旗十成薪餉的經費來源時，會儘量維持旗人披甲當差的機會，

採取裁汰勇營冗員的方式獲得經費，從而保障八旗生計；但對綠營則無

這種考量，而是藉著減兵加餉，就餉練兵的方式，在餉額總數固定的前

提下增加兵餉，致使部分綠營兵丁因此而丟失工作，生計失去保障。不

僅如此，就連滿洲統治集團之中，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京八旗與駐

防八旗所受到的待遇即相差甚大。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京師為首重，所

以需要由最親近、最可靠者駐守。正因如此，與駐防八旗相較之下，在

京八旗享有較為優渥的待遇，亦成為滿洲統治者優先關照的對象。所以，

當國家經費有限時，統治者便會優先照顧在京旗人，至於駐防八旗的兵

餉，則需等到國庫充裕以後再行商討。 

    道光二十年到同治三年之間，內憂外患頻仍，國家正面臨危難之際，

當時的滿洲統治者一改優先照顧八旗生計的原則，轉而以國家財政利益

為優先考量，削減八旗兵餉，八旗兵丁的薪餉不再全數發放實銀，而改

以制錢、官票、寶鈔以及大錢搭放。而且，無論八旗或綠營兵丁，皆被

朝廷削減兵餉成數，致使八旗兵丁與一般漢人兵丁在兵餉的差異逐步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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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八旗的特殊性因而逐漸消失。但自同治四年以降，太平天國動亂遭

到敉平，國家處於轉危為安之際，統治者恢復優先照顧旗人生計的傳統。

且無論從恢復過程或所需銀兩的經費來源來看，統治者優先保障旗人的

意圖相當明顯，使八旗在兵餉方面的特殊性再度被突顯出來。 

第二節  移旗屯田政策的推行 

有清一代的移旗屯田是滿洲統治者運用官方的權力與財力加以推

行的移民政策。其主要目的在於讓仰食於朝廷的部分旗人與土地相結合，

藉此減輕日益增長的八旗人口對朝廷所造成的沉重負擔。與增加兵餉、

賞賜銀兩等治標不治本的辦法相較之下，這一措施使旗人開始自謀生計，

較能根本地解決八旗生計問題。因此，自乾隆朝以降，許多滿洲統治者

便以移旗屯田做為改善旗人生計的辦法之一，包括：乾隆時期的屯田拉

林、阿拉楚喀，以及嘉道時期的屯田雙城堡、伯都訥，惟成效並不顯著。 

然而，儘管先前移旗屯墾的成效不甚理想，但由於此舉不僅可以節

省朝廷餉糈，亦可使兵丁謀生，甚至可以充實邊防，一舉數得，所以同、

光兩朝仍然繼續採行移旗屯田的方式來改善八旗生計。同治七年(1868)，

山西巡撫沈桂芬上呈〈條陳恤旗民足邊防舒國用疏〉，詳細敘述移屯邊

方的辦法，原摺略謂： 

請欽派廉幹大員為屯田大臣，隨帶司員，查照舊檔。於奉天、吉林

一帶，及獨石口外紅城子、開平等處，與張家口外之興和、新平等

城，昔年富俊、孫家淦諸臣所勘定舊地，歲計可開若干頃，並建造

房屋城堡，添置農具牛種及軍裝器械，酌定成規，宅中駐札，始終

經理其事。再由八旗都統剴切勸諭旗戶，願移口外者，照道光初移

屯雙城堡舊例，由戶部當堂發給治裝銀三十兩，沿途官給車馬，到

屯後，每戶官給房屋四間，農具牛籽皆備。三時務農之隙講武，刑

罰教養之事，皆屯田大臣主之。十年以後，地畝照下則升科，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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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糧，糶運於口內，而積銀於屯所。每年即以屯糧所糶，為次年京

旗移屯與屯所各項之用，無事再動庫帑。60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沈桂芬於摺內奏請將旗人屯墾地畝在十年之後，照

下則升科，此與民人屯墾在三年後即需升科的規定相較之下，61給予旗

人的時間較為寬限，顯示沈氏對旗人特別照顧。沈桂芬字經笙，順天宛

平人，原籍江蘇吳江。62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身為漢人官員的沈氏會

特別關照旗人的福祉？此情形與前述刑部左侍郎薛允升的例子相類似。

一個漢人官員，以「異民族」之姿，擠身於旗掌權的朝廷之中，相互勾

心鬥角，其處境相當艱難。身處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中，為求生存，沈桂

芬不得不把握各種機會，竭盡全力搏取滿洲統治者歡心。因此，當統治

者最為倚賴的八旗出現生計問題時，沈氏便提出旗人屯墾，「十年以後，

地畝照下則升科」的辦法，藉此展現他對八旗人等的關心，以獲得統治

者的認同。 

    不過，儘管沈桂芬清楚論述與分析移旗屯田的辦法及其優點，卻仍

出現不少異議，或有謂口北寒冷，不宜種植粟麥，且饔飱無出，居無定

所，「易傷臣僕依戀之心」；亦有人主張邊屯太多，禁軍單薄，恐非強幹

弱枝之道。63由此可知，反對移旗屯田者基於地理環境、旗人依賴心理

以及京城防務等三方面的考量，對沈氏所奏提出異議。面對上述這兩點

質疑，沈桂芬也分別進行辯駁。針對第一點質疑，沈桂芬認為過去陸續

                                                      
60
 [清]沈桂芬，〈條陳恤旗民足邊防舒國用疏〉，收錄於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編續編》(臺北：

文海出版社，1979年)，卷 40，頁 28a-28b。 
61
 如安西沙州等處招民屯墾，即限定三年升科，但來後由於「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為難」的緣

故，朝廷下令寬限兩年。([清]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

卷 3，〈田賦考三．田賦之制〉，頁 4877。) 
62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13冊，卷443，〈列傳二百二十三．沈桂芬〉，

頁 10412。 
63
 [清]沈桂芬，〈條陳恤旗民足邊防舒國用疏〉，頁 28b-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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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雙城堡與拉林地區的旗戶，至今「長養子孫，稱為樂土」，「若非耕

種，何以自存」？而且，旗人不過一遷徙之勞，則可永遠豐衣足食，「教

之株守在京，饑寒無策，告貸無門，相去遠矣」。針對第二點質疑，沈

氏從鞏固邊防的角度切入反駁。他主張旗人駐於京城，習於豢養，偶遇

調遣，則未聞得力者。如果命令這些旗人移屯口外，使其習慣於風霜，

並「耕種牧營，生資勞苦」，其「氣體必見充實」；若再能「督帥得人，

訓練有素」，則「無難上復國初驍健之風」。如此一來，數十年以後，屯

田於邊區的旗人「北可震懾強臨，南亦以拱衛京邑」，如遇征調，則「緩

急更為可恃」，實可達到卹旗民而實邊防的目的。64沈氏所論確有其道理，

惟其建議在當時並未立即被同治皇帝採納。 

    降至光緒年間(1875-1908)，仍然有大臣繼續上奏朝廷實施移旗屯田

政策。光緒九年，御史光熙認為直隸沿海一帶可資屯田，且山西、吉林、

黑龍江等處也有不少荒地，亦可撥旗人前往屯墾，故奏請朝廷籌辦移旗

屯田，以裕八旗生計。統治者要求李鴻章等人詳細查明，據實具奏。65另

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軍機處檔．月摺包〉中，亦有一件光緒

年間，但無具奏者姓名，且無具奏年月、日的奏摺，該奏摺指稱： 

近來物價騰貴，銀盤跌落，旗兵生計日形竭蹶。彼奉天、直隸北境、

山西北境以及陝甘等處，辦理墾務俱有頭緒。與其招佃開墾，邊防

尚憂不足，何如撥兵屯墾，兵農合而為一也。擬請明降諭旨，……

責成各旗都統示諭八旗閒散人等，及內務府漢軍素無錢糧者，自茲

以後，陸續給以薄資，分撥屯墾，即向有錢糧不足仰事俯畜者，如

願遠徙屯墾，亦聽其便。
66
 

                                                      
64
 [清]沈桂芬，〈條陳恤旗民足邊防舒國用疏〉，頁 28b-29a。 

6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98，光緒九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諭。 

6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150324，〈奏請分遣閑散旗丁各省屯

墾事〉，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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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移旗屯田的辦法在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同時，亦可充實邊疆

防務，一方面招攬旗丁，擴大其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增加地方人口，定

期屯練，藉以鞏固邊疆。正因移旗屯田可帶來諸多益處，所以統治者便

採納眾臣工的建議，實施移旗屯田，以解決日益嚴重的生計問題。惟與

先前相較之下，此一時期八旗屯墾的範圍擴大，除了東北地區之外，新

疆地區亦更加受到朝廷重視，以下擬分別就這兩地區進行討論。 

(一)東北地區 

    從康熙朝開始，朝廷著眼於維護在東北地區的特殊經濟利益，實行

東北封禁政策，嚴禁漢族流民進入東北。乾隆年間(1736-1795)，滿洲統

治者一方面為了保護國家肇興之地；另一方面為了解決在京八旗滿洲的

生計問題，遂頒布〈封禁八款〉、〈禁民出關四條〉、〈嚴禁偷刨人蔘稽查

事宜〉以及〈嚴查只身民人私赴奉天例〉等一系列法令，從嚴出入東北

之禁、清理東北流民與京旗屯墾等三方面著手，雷厲風行地執行封禁政

策。惟至乾隆中後期，由於受到民人大量流入東北的影響，67封禁政策

便開始逐漸鬆動。68然而，僅管如此，封禁政策使東北土地不被民人占

種，或多或少為移旗屯田東北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此，自乾隆朝以降，

滿洲統治者先後在東北的拉林、阿拉楚喀、雙城堡以及伯都訥等地實施

移旗屯田，且一直延續至晚清。 

    光緒二年(1876)，滿洲統治者因為京旗戶口愈增，生計愈蹙，而東

三省所屬各城，尚有不少可耕地畝，所以下令如有八旗官兵願意前往東

三省屯田，即派大員前去督辦屯田事務。並要求盛京將軍兼管奉天府府

尹崇實等人確查該地可耕田畝頃數，將旗人產業以及流民認種且業經升

                                                      
67
 這些移入東北的民人，除了為謀生而出關的民人之外，尚包括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亂以後，從

雲貴地區遷入的民人，以及一些罪犯及其家屬。 
68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 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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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之外的可耕田地繪圖呈覽。69東三省的範圍包括：奉天、吉林、黑龍

江，而這些地區向來被視為「根本之地」、70「龍興之地」。71相對而言，

與其讓這些土地為外來流民占種，不如使八旗兵丁藉以自養，而且，這

種做法亦較直接添給八旗兵糈為妥當，故常被用作改善八旗生計問題的

辦法之一。 

    然而，究竟該以東北何處作為八旗兵丁移駐屯田之地？就奉天地區

來看，光緒二年，墨爾根副都統恩合曾奏請朝廷在奉天東邊新墾地方添

設旗署，招佃旗丁，72滿洲統治者下令盛京將軍崇厚體察情形，妥議具

奏。73但是，奉天地區自乾隆朝開始便已無曠土可耕，74故不適宜做為屯

田之地。就吉林地區來說，至光緒年間，該區亦只剩零星、片斷之地可

供開墾。例如：寧古塔地區的楊木頂前陽至小人□等處地方，約有可墾

閒荒地十餘處，但很多都隔山越嶺，可耕地相當零散；琿春地區所屬的

和西赫路、烏郎阿哈達等地方，山場遼闊，地面平坦，難以開墾；伯都

                                                      
6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122-123，光緒二年四月十七日，奉

上諭。 
70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皇帝頒布諭旨：「東三省乃滿洲根本地方，諸宜恪守滿洲淳樸舊

俗，並力挽漸染漢人習氣。」(《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卷 1035，頁 4b，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下乙卯條。) 
71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曾諭軍機大臣：「盛京、吉林為本朝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

處，殊於滿洲風俗攸關。」(《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23，頁 8b，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

下丁巳條。)爾後，嘉慶皇帝也曾再次重申「東三省為我朝龍興之地」。(《清實錄．仁宗睿皇

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264，頁 1a，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庚子條。) 
7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頁 374，〈奏為東邊新開地畝設立州縣處所宜

添設旗署抬佃旗丁庶於國朝定安三省之制合宜可期經久無弊奴才管見所及據實陳奏〉，光緒

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7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404，光緒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 
74
 乾隆六年(1741)五月，戶部左侍郎梁詩正認為八旗兵餉浩繁，所出既多，故奏請將八旗閑散

人丁分寘邊屯，以廣生計。但乾隆皇帝認為「黑龍江風土，迥異京城，旗人不能與本地人一

體種地打牲，耐受勞苦，一遇歉收難以接濟，奉天亦無曠土可耕」，所以下令：「應將八旗閑

散人丁分寘邊屯之處，無庸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43，頁 6b-7b，乾隆

六年五月下癸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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訥除道光五年(1825)建立新城局外，其他地方均已陸續出放升科，已無

閒荒可耕之地；雙城堡地區則仍剩未撥京旗地一萬五百七十垧(晌)。75正

因如此，此時的吉林地區亦不適合做為八旗移旗屯田之所。 

    排除奉天與吉林兩地區之後，就僅剩黑龍江地區較為合適，但並非

所有的黑龍江地方皆可做為此時旗兵移駐屯田之地。豐紳、托克湍於光

緒二年五月所上之〈覆京旗屯田先行招民代墾辦法〉一摺中即提到：位

於省會西北的布特哈與呼倫貝爾兩處風高土薄，少燠多寒；而齊齊哈爾、

黑龍江、墨爾根三城的土地硝薄，五穀歉收，除了各城附近的鄉村、旗

營、官屯承種公田以及各閒散耕種地畝外，所剩閒荒無幾，而距城較遠

的地方，也多砂石山嶺，難以墾種。76不過，同屬於黑龍江的呼蘭地區

卻有移旗屯田地條件，僅管該地區所餘可墾地無多，且多夾雜民界；但

卻擁有「十餘年前所採備撥京旗荒廠一段」，且這段土地因當時缺乏，

並未舉辦招墾，此時依然處於封禁狀態，77故呼蘭最終成為光緒年間移

旗屯田的地點。 

    不過，對大部分的八旗子弟而言，他們已習慣養尊處優的生活，不

擅於耕作，只想依賴朝廷的養贍，不願自力更生。因此，要他們在一片

荒蕪之地屯墾，實有其困難度。滿洲統治者亦顧慮到這個問題，故採取

                                                      
7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編，《清代黑龍江歷史檔案選編》(光緒元年至七年)(哈爾濱：黑

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123-125，〈右司為詳查可耕地畝撥放京旗事咨吉林將軍文〉，

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另外，「晌」的滿文為「cimari」，有明日、清晨之義。(詳見[清]沈

啟亮，《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卷 10，頁 49b。)又「晌」是清代土地計量

的單位，通行於遼東地區，其意為一天勞力所耕田畝之數；且「晌」有大晌、小晌之分，大

晌為十畝，小晌為六畝。詳見孫文良主編，《滿族大辭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

頁 82。 
76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

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年)，頁 40，〈覆京旗屯田先行招民代墾辦法摺〉，光緒二年五月十七

日。 
77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頁 41，〈覆京旗屯田

先行招民代墾辦法摺〉，光緒二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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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民墾荒」的辦法。所謂「招民墾荒」早在嘉道年間(1796-1850)旗人

移墾伯都訥時便已採用，78其內容係指：在八旗尚未移駐屯田地之前，

朝廷先有計畫地招募民人代替移駐旗人墾種土地，待旗人移駐該屯田地

時，再將已墾熟之地交與旗人耕作，以減輕八旗子弟的負擔。79令人好

奇的是：在東北地區仍有長久以來即定居於該地的旗丁，為什麼不派遣

他們來為移駐旗人耕作，反而要冒著耕地被民人佔領的危險，聘雇民人

進入東北地區墾種？事實上，與派遣當地旗丁相較之下，招募民人墾荒

的優點有二：其一，可節省大量帑項。派遣當地旗丁需發給他們遷費銀

兩，並為其搭蓋窩棚，購買牛條農具，置辦鍋碗瓢盆等一切生活用品。

總計，平均一戶旗丁需要花費四十七兩銀子，如欲添雇幫工，則又需酌

加津貼，80所費甚多。相較之下，招募民人，民人需自備農具，且無遷

費銀兩，每丁僅給蓋棚銀四兩。而且，在起租之年，每丁需納制錢九吊，

這筆租稅作為一年歸款尚有剩餘，甚至還可以作為日後移駐八旗的專款。

其二，較容易提高生產率。居住在當地的旗丁，許多並不擅長亦不習慣

於耕作，且就算擅於耕作，其技術亦不比民人嫻熟。而且，這些旗丁當

中，很多是相當不情願墾田種地的，如果朝廷勉強撥派，他們往往潛逃

以逃避耕作。如此一來，如欲擴大墾荒規模與數量，雇用民丁比當地旗

丁更為合適。81 

    上述有一點值得注意，同樣是替移駐的八旗先行墾種，朝廷給予當

地旗丁與民人的補助卻大不相同。派遣當地旗丁先行墾種時，朝廷給予

他們遷費銀兩，並為其購買牛條農具，置辦鍋碗瓢盆等一切生活用品，

照顧地無微不至；但招募的民人不僅沒有遷費銀兩可拿，還需自備農具，

                                                      
78
 嘉道年間八旗移墾伯都訥的情形，詳見第二章第三節「八旗生計的照顧」。 

79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77。 

80
 那時，幫工一名，每年酌幫制錢三千。([清]王履泰，《雙城堡屯田紀略》(長春：吉林文史

出版社，1990年)，頁 58。) 
81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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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民之間的差別待遇顯而易見。畢竟八旗為「國家根本」，僅管東北

邊區的在地旗丁不若養尊處優的在京八旗，但其在滿洲統治者心目中的

地位依然高出一般民人，所以仍然受到特殊優厚的待遇。 

    當朝廷選定呼蘭地區作為移旗屯田之地以後，便開始招募民人代墾。

然而，豐紳、托克湍認為如果旗地盡招民佃，則撥給京旗移駐屯田之地

即會被民人侵占，將來必定形成尾大不掉、反客為主之勢。因此，他們

於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奏請朝廷旗、民兼招，先擇當地「續編有力旗

戶」安置代墾，如不足數，再選附近有力居民湊足三百戶，為京旗先行

開墾。他們更針對實行細則作了進一步說明：旗丁、民佃之應召者，每

戶各准領地七十垧，其中的三十五垧緩限五年後升科；又二十垧需先交

官租錢六百六十文；剩下的十五垧則作為旗丁、民佃永遠的恆產。在這

些地畝中，旗丁民佃與京旗代墾之地各三十五垧，為節省公費，並不給

予牛犁。而且，七年之後，代墾地需交京旗管業；倘七年不到，即令按

垧繳納官租，如不交押租，則不補助置辦牛具與建造房井的所需費用。
82 

    豐紳等人所提出的辦法既可撙節代墾經費，亦可收地利以充餉，且

對於賦課也大有裨益。值得注意的是：豐紳等人身為旗人，深知維護「龍

興之地」的重要，故要求不能單獨招募民人代墾，而需旗、民兼招代墾。

然而，由其所奏細則亦可看出：豐紳等人基於經費考量，一改嘉道時期

移墾雙城堡時給予當地旗丁遷費銀兩，並為其購買牛條農具的方式，轉

而不給予旗丁牛犁，甚至要求他們與民人一樣，按垧繳納押租。顯示當

照顧旗人的傳統與經費考量這種現實環境相衝突時，八旗官員也會屈就

於現實，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而放棄優先照顧旗人的原則。 

                                                      
82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頁 97-98，〈奏為留備

京旗荒廠旗民兼招代墾辦法摺〉，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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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六年(1880)九月，御史英俊認為黑龍江所屬呼蘭、巴彥蘓等處，

與外國接壤，地方遼闊。理應招旗丁墾荒，撥給地畝，如此一來，「既

可防邊，亦免膏腴久棄」。對此，統治者下令黑龍江將軍定安酌度情形，

奏明辦理。83至光緒十年初，呼蘭地區的代墾成熟之地已有一萬垧，朝

廷便開始著手移駐旗人至該處屯田。然而，當時卻只有鑲黃、鑲紅、正

紅以及正藍等四旗中的十戶，共計二十八名旗人願意前往。爾後，又因

鑲黃旗蒙古玉安佐領下護軍興保病故，所以實際前往呼蘭地區屯田者，

僅有九戶，一共二十六名旗人。84光緒十年九月，這批旗人抵達黑龍江

將軍轄區北團林子地方，因正逢隆冬，由委協領代為租房暫時居住，等

到翌年春天回暖時，再移駐新屯地區。翌年春天，當這九戶旗人抵至屯

地後，隨即令代墾戶將熟地三十五垧交其查收，歸入該處旗檔管轄，由

移駐旗人自行耕種，且不准出賣，以為旗人永業。85東北的移旗屯田至

此終於告一段落，直到清末新政時期以前，統治者鮮少再頒布移旗於東

北屯田的命令。 

    光緒年間，滿洲統治者承襲自乾隆朝以來的作法，採取移旗屯田於

東北的方式來改善八旗生計。惟承襲的同時亦存在著些許改變，與乾嘉

道時期(1736-1850)的移旗屯田相較之下，由於先前京旗回屯之地大都已

被開發殆盡，所以至光緒朝以降，移旗屯田的地區便自吉林省的拉林、

阿拉楚喀、雙城堡、伯都訥等地方，轉移到黑龍江省的呼蘭地區。顯示

東北地區的移旗屯田，由於所剩地畝日趨減少，故在晚清已有逐漸往西

北方向移動的趨勢。(詳見圖 4-2-1)再者，此時呼蘭地區無論代墾旗丁或

民丁的待遇，與先前相較，差異甚大。就代墾旗丁而言，屯田呼蘭時，

基於公費有限，不僅不再發給他們遷費銀兩，亦不再替其購買牛條農具，

                                                      
8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207，光緒六年九月十六日，奉上諭。 

84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85-86。 

85
 [清]文緒，〈續陳安插移撥旗丁並請加兵額數〉，收錄於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

國風出版社，1964年)，卷 34，頁 6a-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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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要求他們與民人一樣，按垧繳納押租。就代墾民丁來看，此時也是

考慮到經費不足的問題，故不僅沒有發給民丁蓋窩棚銀兩，反而還要求

他們預先繳納官租錢。既然東北可耕田地面積大為減少，移駐八旗至較

少開墾的西北新疆地區，亦不失為一良策。 

 

 
圖 4-2- 1清代東北移旗屯田圖 

(資料來源：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241。) 

 

(二)新疆地區 

    乾隆年間，朝廷從涼州、莊浪、西安、寧夏、熱河、盛京以及黑龍

江等地抽調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以及錫伯、察哈爾、厄魯特、達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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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倫等近兩萬名的八旗官兵攜眷駐防新疆。其中，半數以上的八旗官兵

駐紮在伊犁，其次是烏魯木齊地區，還有一小部分則以定期更換的形式

駐防在南疆各城。僅管駐防於此地的八旗官兵，其職責在於巡邊守卡，

彈壓地方；但是，為了減輕朝廷養贍八旗官兵及其家眷的負擔，統治者

亦要求駐防於新疆的八旗兼事耕牧，以求口食自給。嘉慶七年(1802)，

錫伯營總管圖爾根從各旗抽調人力，在察布查爾山口開鑿察布查爾大渠，

引伊犁河水灌溉荒地。經歷六年的時間，總算開鑿完成，修成渠道兩百

餘里，開墾良田萬畝，為移旗屯田新疆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6 

    與內地相較之下，新疆地區擁有較多未經開墾的土地，地廣人稀，

所以除了作為當地駐防的旗屯地外，屯田新疆亦成為解決內地八旗生計

問題的辦法之一。光緒三年(1877)，翰林院侍講張佩綸認為烏魯木齊等

處亟應興辦屯田，以固邊防，故奏請抽調旗丁屯田新疆，對此，滿洲統

治者下令左宗棠籌議具奏。87左宗棠遂於〈覆奏抽調旗丁屯田新疆疏〉

中，分別站在旗人與官員的立場分析，主張移屯實邊，實有諸多窒礙。

他認為對旗人而言，移屯實邊的窒礙有四：其一，入關以後，除駐防各

省的八旗之外，大都「萃居都中，例禁無故遠出」，且無論在升遷或考

試等方面，皆較外省為優，所以「未肎(肯)舍之遽去」。其二，八旗人等

「都居既久，墳墓盧舍在焉」，一旦捐棄，「便致茫然」。其三，許多旗

人「少小即無執業」，如離開故居遷至新地區，則舉目無依。縱使朝廷

照常支給口分錢，但一旦遷至新居，窮苦無人賙恤，遇事亦無人通融。

其四，八旗官兵平時未親耒耜，不知種植之宜，亦未習農家諸務，如果

「驟驅之隴畝，責以為農之效」，恐怕會使他們「餒在其中，重煩籌濟」。

                                                      
86
 成崇德，《清代西部開發》(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 70-72。 

8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370，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上

諭；[清]左宗棠，〈覆奏抽調旗丁屯田新疆疏〉，收錄於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卷 40，

頁 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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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而且，左宗棠亦站在官員的立場來看，認為移旗屯田可能產生的弊端

有二：其一，旗、民雜處，容易出現「兵與民不能耦居無猜，官與官難

言同舟共濟」的現象，甚至「調停之術偶乖，則箕帚鋤耰，動成嫌隙」，

如此一來，不但於八旗生計無補，反而使各省地方官員徒增煩累。其二，

移旗屯田的配套舉措包括：到地修造盧舍、製辦耕具以及採購牛籽糧料，

這些費用再加上遷徙路費，所需甚繁。而此時的中國，正處於軍費浩繁，

部庫空虛的時候，如在這時移旗屯田，朝廷將無法籌措所需費用。89基

於上述考量，左氏主張應該先在畿輔地區興修水利，由神機營與八旗各

營撥官兵移屯直隸，於旗丁生計將頗有裨益。迨直隸水利漸興，直東荒

地即可就近安插作為世業，山西、陝甘迆北各處及新疆地方亦可漸次移

屯。90至於左宗棠所奏是否可行，滿洲統治者下令李鴻章、張澐卿等人

悉心酌度，妥議具奏。91 

    除了調撥內地旗兵至新疆屯田之外，亦有大臣奏請挑撥錫伯營閒散

壯丁直接移補惠遠城滿營。有清一代，駐防於伊犁的八旗有錫伯營、惠

遠城滿營、惠寧城滿營、索倫營、厄魯特營以及察哈爾營。其中，惠遠

城位於伊犁河北岸，是清代新疆的第一重鎮和首府，伊犁將軍、參贊大

臣以及各營領隊大臣均住於此城。而惠遠城滿營形成於乾隆年間，是由

熱河、涼州、莊浪等地的八旗滿洲與八旗蒙古官兵組成，人數約在四千

五百人左右。同治年間(1862-1874)，新疆地區發生大規模動亂，俄羅斯

便乘機佔據伊犁。在此期間，伊犁惠遠城滿營官兵傷亡慘重，營制全廢。

光緒八年(1882)，朝廷收復伊犁，開始著手恢復營制，將原惠遠城滿營

所剩兵丁及其家眷編為一營，稱為惠遠城舊滿營。不過，惠遠城舊滿營

                                                      
88
 [清]左宗棠，〈覆奏抽調旗丁屯田新疆疏〉，頁 32a-32b。 

89
 [清]左宗棠，〈覆奏抽調旗丁屯田新疆疏〉，頁 32b。 

90
 [清]左宗棠，〈覆奏抽調旗丁屯田新疆疏〉，頁 34b-35b。 

9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98，光緒三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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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兵額較前銳減，防務力量單薄，且不敷應對各項官差，朝廷因而下令

從錫伯營抽調一部分閒散壯丁攜眷移駐惠遠城，並將其編為一營，稱為

惠遠城新滿營。92 

    光緒九年，幫辦軍務大臣金順與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升泰即奏請

朝廷調撥伊犁錫伯營閒散壯丁移至惠遠城滿營。他們建議仿照嘉慶二年

(1797)以錫伯營閒散壯丁補索倫營兵額之例，在錫伯營中挑選強健馴順

者三千二百餘名，移補惠遠城滿營兵額。如此變通辦理，與調撥內地駐

防相較之下，「勢便而費省」，不僅可解決錫伯營旗兵的生計問題，使其

不致游手無業；亦可勤加操練移駐兵丁，藉以加強邊疆防務。金順與升

泰的建議遂獲得滿洲統治者的採納。93由此可知，到了晚清，不只有京

城與內地駐防的八旗兵丁出現生計問題，就連一向過著淳樸生活的邊疆

駐防八旗也出現生計困頓的現象，而這種情形先前較少被學界注意。另

外，移旗屯田的目的除了在於解決旗人生計問題之外，亦有邊防的概念

涵於其中。尤其是北方俄羅斯勢力深入新疆之後，使朝廷愈加著重西北

邊防，透過移旗屯田於新疆的方式來強化西北邊疆防務。 

(三)推行成效 

    就移旗屯田的成果而論，朝廷撥給移往呼蘭地區的八旗每戶三十五

垧的土地，若以小垧來算，一垧等於六畝，三十五垧即等於二百一十畝，

可見朝廷給其耕地之廣。然而，由前述的討論可知，偌大的耕地卻只有

九戶，一共二十六名旗人前往屯田。究其原因，首先，最重要也是最根

本的原因在於八旗人等過慣了舒適的日子，倚靠國家養贍，不願憑一己

之力自謀生計。光緒十年國子監司業治麟上呈〈奏為八旗禁旅積貧成弱

                                                      
92
 吳元豐，〈新近發現的錫伯族檔案及其研究價值〉，收錄於永志堅主編，《錫伯族研究文集．

第二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208。 
93
 轉引自吳元豐，〈新近發現的錫伯族檔案及其研究價值〉，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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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宜振興以固根本〉一摺，滿洲統治者在此摺的硃批中指出：八旗生齒

日繁，生計維艱，總以移屯為長策，但旗兵晏安日久，遷徙必非所願。
94由此而論，長久以來，朝廷對於八旗兵丁的過度保護，致使他們過慣

安逸生活，不事生產。例如：即使朝廷將這些旗人移至邊區屯田，但仍

然給其安家銀、紅白賞銀、採買奴僕賞銀、置辦牛具賞銀……等諸多補

助來保障他們的生活。在這樣的保護之下，旗人大都只想倚賴朝廷的養

贍，不願意自食其力，如此一來，要求這些養尊處優的八旗子弟親自下

田耕種，無疑是緣木求魚，成效甚微。 

    其次，滿洲統治者過於照顧這些移駐屯田的旗人，導致其地位遠高

於當地民人，甚至也高出當地旗人許多。如此一來，移駐屯田者很難對

屯田地產生心理上的歸屬感，這種特殊的心理烙印，使移駐的八旗無法

在短時間內將自己視為屯田區的一分子，故較沒辦法融入現實的環境之

中。更嚴重的是，朝廷的這種做法也助長了旗人的依賴心理，將移旗屯

田看成是單純的經濟與福利，以致於許多旗人打算坐享其成，靠國家永

久贍養。95 

    再次，除了前述的人為因素之外，東北、新疆與中國內地自然環境

的差異，也是造成移旗屯田成效不佳的其中一個原因。東北地區屬於溫

帶季風氣候，但大陸性氣候特徵明顯，冬寒夏熱，年溫差大；一年之中，

至少有六個月的月均溫在攝氏零度以下，而較溫暖的月分，其溫度大約

在攝氏十度到二十六度之間。新疆地區則為溫帶乾燥氣候，冬季嚴寒，

夏季酷暑，春季多強風。該區的年溫差與日溫差均大，一年至少有五個

月的月均溫低於攝氏零度。而且，新疆地區也以降雨稀少著稱，年雨量

通常在二百五十公厘以下。這種氣候型態，對來自較溫暖、濕潤的內地

                                                      
9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頁 876，〈奏為八旗禁旅積貧成弱急宜振興

以固根本〉，光緒十年八月。 
95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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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而言，適應相當困難。由於水土不服，再加上醫藥缺乏，移駐旗人

生病死亡的現象時有所聞，96致使許多旗人逃亡或拒絕遷移。 

    移旗屯田既可用於解決八旗生計問題，亦可充實邊疆防務，其在清

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來較有系統的研究成果包括：林士鉉

所著《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以及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

究》兩本專書。林士鉉於該書中關於光緒年間京旗移屯呼蘭的討論言簡

意賅，但仔細研讀之後，卻發現有些尚待釐清之處。首先，林氏提及：

「光緒二年十二月，黑龍江將軍豐紳奏請該地仿照吉林雙城堡移居京旗

屯田章程，量為變通，分撥京旗散丁三百戶，約計共需銀六萬一千五百

餘兩。」97作者使用「該地」一詞，顯示豐紳已有所指，然所指究竟為

何？是否即為呼蘭地區？作者並未進一步說明。經由查對原始史料，原

文記載如下：「今昔情形不同，自應就本處可以推行盡利者，量加變通。

查安設京旗，初擬仿照吉林雙城堡移居京旗屯田章程，量為變通。」98由

此明顯可知：豐紳之意實為東北地區的每個地方，於肇始之際，仿照雙

城堡移居京旗屯田章程辦理，並依據該區環境條件加以變通，而非特別

指稱呼蘭地方。其次，林氏於書中亦提到：「同年(光緒二年)，黑龍江將

軍又陳述該地方民人墾種情形，並且變通辦法，招民代墾該留備京旗荒

廠。……豐紳考慮外地旗人不少，若以旗地盡招民佃，復以京旗之地為

民侵佔，將來尾大不掉，致有反客為主之勢。請以旗民兼招，代墾成熟

                                                      
96
 以光緒十年(1884)的移旗屯田為例，這些旗人於十月初二日剛剛抵達北團林子時，有許多眷

屬即在途中感染風寒。兩年後，許多旗人因水土不服而死亡，全部僅剩十七名旗人。到了光

緒十三年(1888)，又有七、八名旗人病情沉重，生死未卜，其餘未染病者，亦因水土不服，

痛苦不已。迫於無奈，不少旗人聯名奏請朝廷讓他們撥回原籍，但並未獲得允許。爾後，又

有許多旗人逃亡，不知去向。及至光緒十四年(1887)，在屯的旗人數量僅剩三戶，屯田效果

不佳。相關討論詳見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196。 
97
 林士鉉，《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頁 132。 

98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頁 97，〈奏為留備京

旗荒廠旗民兼招代墾辦法摺〉，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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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待遷撥。」99透過林士鉉的陳述，很容易使讀者以為時任黑龍江將軍

的豐紳時而主張招民代墾，時而反對招民代墾而主張旗民兼招。然而，

豐紳原奏內容如下： 

經前將軍特普欽委員查勘，除備京旗荒廠一段外，餘荒概招民種。

十餘年來，佃民日多開墾，漸侵留備京旗之地。即設有封堆，而地

利所在，民爭趨之，幾有查禁不住之勢。與其日久為民侵佔，曷若

設法招墾，以待日後遷撥京旗？……當此整頓營伍，兵力未充之際，

未便拘泥向章。既以旗地盡招民佃，復以京旗之地為民侵佔，將來

尾大不掉，致必反客為主之勢，似非國家以旗地豢養旗僕立法本意。

擬請將京旗荒廠旗民兼招，代墾成熟以待遷撥。100 

由「與其日久為民侵佔，曷若設法招墾，以待日後遷撥京旗？」一句可

知，豐紳認為應該設法招墾，但在此處並未直接指出應該採取招民墾佃

或是旗民兼招的方式；直至「擬請將京旗荒廠旗民兼招，代墾成熟以待

遷撥。」一句，才具體點出應該採旗民兼招的辦法。由此可以證明豐紳

在奏摺中從未主張招民代墾，而是自始至終都主倡旗民兼招，故林士鉉

所論「黑龍江將軍陳述該地方民人墾種情形，並且變通辦法，招民代墾

該留備京旗荒廠」與史料並不相符。 

    再者，魏影在《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一書中，對於光緒年間京

旗移屯呼蘭之過程的陳述相當詳細，並注意到「招民墾荒」辦法以及光

緒二年豐紳等人所奏的「旗民兼招」。101惟該書並未析論代墾民丁與代墾

旗丁所受的不同待遇，且未解釋豐紳等人奏請「旗民兼招」的原因，亦

                                                      
99
 林士鉉，《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頁 132-133。 

100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頁 98，〈奏為留備京

旗荒廠旗民兼招代墾辦法摺〉，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101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問題研究》，頁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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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探究後來代墾旗丁與民丁之間的差別待遇逐步縮小的過程。事實上，

透過本文的研究可知，僅管這兩者皆是代墾人丁，但其身分就屬不同，

所受的照顧也有所差異；不過，之後由於經費有限的緣故，朝廷轉以國

家利益為主要考量，不再給予代墾旗丁較為特殊的照顧，使其與民丁之

間的差距逐漸縮小。藉由這些議題的探討，實可從中一窺旗、民一體化

的進程。但關於這方面的討論，魏影於書中並未論及，殊為可惜。 

    總而言之，移旗屯田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倚靠國家養贍的部分旗人與

土地相結合，藉此減輕日益增長的八旗人口對朝廷所造成的沉重負擔。

與增加兵餉、賞賜銀兩等治標不治本的辦法相較之下，這一措施使旗人

開始自謀生計，較能根本地解決八旗生計問題。因此，儘管先前移旗屯

墾的成效不甚理想，但同、光兩朝仍然繼續承襲乾嘉道時期的做法，採

行移旗屯田的方式來改善八旗生計。惟承襲的同時亦存在著改變，第一，

與先前相較之下，此一時期八旗屯墾的範圍除了東北地區之外，西部新

疆地區的移旗屯田亦更加受到滿洲統治者的重視。與內地相較之下，新

疆擁有較多未經開墾的土地，地廣人稀，所以除了作為當地駐防的旗屯

地外，屯田新疆亦成為解決內地八旗生計問題的辦法之一。尤其是嘉慶

年間(1796-1820)開鑿察布查爾大渠，更為移旗屯田於新疆提供了良好、

便利的條件。第二，單就東北地區來看，由於先前屯田的重鎮——吉林

的拉林、阿拉楚喀、雙城堡、伯都訥等地方，大都已被開發殆盡，故至

光緒朝以降，移旗屯田的地區便轉移到黑龍江省的呼蘭地區，顯示東北

地區的移旗屯田，在晚清已有逐漸往西北方向移動的趨勢。第三，就呼

蘭地區而論，此一時期，代墾旗丁屯田呼蘭時，基於公費有限，不僅不

再發給他們遷費銀兩，亦不再替其購買牛條農具，甚至要求他們與民人

一樣，按晌繳納押租。至於代墾民丁，朝廷亦考慮到經費不足的問題，

不但不再發給他們蓋窩棚銀兩，反而還要求他們預先繳納官租錢。 

    另外，東北地區向來被視為「根本之地」、「龍興之地」，從移旗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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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過程中，可發現統治者與上層八旗大員為保護滿洲「根本之地」做

了許多努力。對他們而言，東北地區既為滿洲重地，故與其讓這些土地

為外來流民占種，不如將這些土地撥給八旗兵丁，使他們可藉此自力更

生。儘管統治者因經費與農業生產率的考量，曾雇請民人先行代為開墾；

但隨後即有大臣基於維護「根本之地」的理由，要求不能單獨招募民人

代墾，而應該旗、民兼招。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替移駐的八旗先行墾

種，但朝廷給予當地旗丁的補助卻遠較民丁為優，畢竟八旗為「國家根

本」，僅管東北邊區的在地旗丁不若養尊處優的在京八旗，但其在滿洲

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依然高出一般民人，所以仍然受到特殊優厚的待遇。

惟這種情形在光緒二年有了改變，許多大臣因經費問題奏請朝廷不再給

予旗丁牛犁，並要求旗丁按晌繳納押租。顯示當照顧旗人的傳統與經費

考量這種現實環境相衝突時，位階較高的八旗官員也會屈就於現實，以

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而暫時放棄優先照顧八旗的原則。 

    然而，儘管統治者為八旗設想地如此周到，但移旗屯田的結果卻不

如預期。究其原因有三：其一，長久以來，朝廷對於八旗兵丁的過度保

護，致使他們過慣安逸生活，不事生產。其二，滿洲統治者過於照顧這

些移駐屯田的旗人，使他們很難對屯田地產生心理上的歸屬感，較沒辦

法融入現實的環境之中。更嚴重的是，朝廷此舉也助長了旗人的依賴心

理，將移旗屯田看成是單純的經濟與福利，以致於許多旗人打算坐享其

成，靠國家永久贍養。其三，東北、新疆與中國內地自然環境的差異，

也是造成移旗屯田之成效不如預期的其中一個原因。東北地區在一年之

中，至少有六個月的月均溫在攝氏零度以下；而新疆地區，一年至少有

五個月的月均溫低於攝氏零度，且降雨量稀少。這種氣候型態，對來自

較溫暖、濕潤的內地八旗而言，適應相當困難，故常有因病死亡、逃亡

或拒絕遷移的情形發生。 

    不過，即使移旗屯田的效果不佳，但這項舉措仍有其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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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現在改善八旗生計與鞏固邊防兩方面。就改善八旗生計而論，與

增加兵餉、賞賜銀兩等辦法相較之下，移旗屯田使旗人開始自謀生計，

擴大其生存空間，較能根本地解決八旗生計問題，亦較直接添給八旗兵

糈為妥當。再就鞏固邊防來說，駐防於內地的八旗，習於豢養，作戰能

力差。如果將這些旗人移屯邊區，使其習慣於風霜，並加以訓練，對外

可震懾強臨，對內則可拱衛京城，達到卹旗民而實邊防的目的。 

第三節  八旗鰥寡孤獨的撫卹 

    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對於弱勢群體的照顧，《禮記》有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102惟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漢人社會之中，滿洲統治者也相當重視八旗鰥

寡孤獨的照顧。換言之，除了照顧披甲當差的八旗官兵之外，八旗中的

鰥寡孤獨亦在朝廷的養贍範圍之中。同治四年校刊的《欽定戶部則例》

中，有諸多關於照顧八旗鰥寡孤獨的記載，與乾隆朝的《欽定戶部則例》

相較之下，所載條文更為詳細，顯示即便到了晚清，滿洲統治者依然相

當重視對八旗孤寡的照顧。茲將《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與《欽定戶

部則例(同治朝)》中關於養贍八旗孤寡的記載，分別製成「養贍八旗孀

婦」與「養贍八旗孤寡」以及「駐防孤寡卹例」三表如下： 

表 4-3- 1《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與《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中

關於養贍八旗孀婦之記載比較表 

《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 《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 備註 

八旗官兵物故，其妻矢志守節者，由該旗

查明具保。不論年歲，有無子嗣，照伊夫

原食俸餉之半，支給週年。伊夫係畏罪自

同左 

《欽定戶部則例

( 乾 隆 朝 ) 》， 卷

114，〈蠲恤．賞恤

                                                      
10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註疏》，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6年)，卷 21，〈禮運〉，頁 3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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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者，不准支給。若因病迷惑自盡，並無

別情，取具參佐領等無捏印結送部，仍准

支給。 

八旗節婦俸餉〉，頁

8a；《欽定戶部則例

(同治朝)》，卷 87，

〈蠲恤．賞恤八旗

節婦〉，頁 13a。 

八旗曾得軍功兵丁，續因老病告退，月給

銀壹兩、米一斛者物故後，其妻照伊夫所

食銀米支給週年。其祗給壹兩錢糧者物故

後，其妻照伊夫所食銀數支給週年。(不

給米)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8b；同書，卷 87，

頁 13a-13b。 

八旗官兵陣亡，其妻無子守節者，照伊夫

原食俸餉之半，支給終身。有子幼小，未

經挑差；或有子祗食養育兵錢糧，雖有親

翁伯叔現食俸餉，仍准支給寡婦俸餉，俟

伊子長成，當差所食銀米足抵半俸半餉，

即行停支。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8b-9a ；同書，卷

87，頁 13b。 

八旗降級留任官物故，其妻照伊夫所食降

俸之半，支給週年，革職留任者不給。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8a；同書，卷 87，

頁 13b。 

八旗原品休致賞給半俸半餉官員物故，其

妻照伊夫原食全俸全餉之半，支給週年。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8a-9b；同書，卷

87，頁 13b-14a。 

八旗陣亡官兵之妻室，始因別有俸餉依賴

未給半分俸餉。如後去官退甲，仍無依賴

者，照陣亡人原食俸餉之半，支給終身。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9a；同書，卷 87，

頁 14a。 

出征身故官兵照陣亡例減半議卹者，其妻

室不准支給終身半分俸餉。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9b；同書，卷 87，

頁 14b。 

八旗官兵聘定未婚女子，因夫物故，矢志

守節，情願過門侍奉翁姑者，該旗查明具

保，按伊夫原食俸餉之半，照例支給週

年。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9b；同書，卷 87，

頁 14b。 

沒有記載 

八旗兵丁被毆身死，經刑部將行兇之人治

罪擬抵者，其妻孀婦週年半餉，准照病故

兵丁之例，一體支給。 

同書，卷 87，頁

14b。此例在《欽定

大清會典事例．光

緒朝》，卷 259，〈戶

部．俸餉〉，頁 25b

中亦有記載。 

沒有記載 

八旗陣亡兵丁之妻無子守節者，雖屬再

醮，亦准照伊夫原食錢糧之半，支給終

身。 

同書，卷 87，頁

14b。此例在《欽定

大清會典事例．光

緒朝》，卷 259，頁

24a 中亦有記載。 

沒有記載 

文武兼任人員病故，如文職任內緣事革職

留任照例，止扣文職恩俸，仍支食武職正

俸之員，其妻亦准照伊夫原食武職正俸銀

米之半，給予週年。 

同書，卷 87，頁

15a。此例在《欽定

大清會典事例．光

緒朝》，卷 259，頁

25a 中亦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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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記載 
八旗在軍營打仗陣亡人員前任內有革職

留任者，伊妻准其支食週年半俸。 

同書，卷 87，頁

15a。 

沒有記載 

陵寢官員兵丁之孀婦查明實無子嗣，或有

子尚未挑差，實係窮苦無依者，由該管官

員出具印結報部，准其支給養贍錢糧一分

(東陵每名月給銀壹兩，一年二季，每季

隨銀米拾壹斛；西陵每名月給銀壹兩伍

錢，在於廣恩庫支給，不支米石)，按年

造冊報銷。俟伊子挑差之日，即行裁汰。 

同書，卷 87，頁

15a-15b。 

沒有記載 

旗員曾經出兵打仗，因老病休致，兵部題

准賞給全俸，如該員於具題之後奉旨以前

病故者，其妻按照伊夫准食全俸之半，支

給週年。 

同書，卷 87，頁

15b。 

沒有記載 

八旗孀婦內，有因伊子在逃，實無依賴，

給與養贍錢糧者，如伊子自行投回，仍俟

挑差食餉之日，再行裁汰孀婦錢糧。 

同書，卷 87，頁

15b-16a。 

沒有記載 
八旗孀婦支食養贍錢糧，俟伊子或繼子挑

差食餉之日，再行裁汰。 

同書，卷 87，頁

16a。 

沒有記載 

食孤寡餉銀孀婦，如由母家接出，其長支

米折銀兩，實無子嗣亦無族人委係無可著

追者，由旗查明，取具參佐領等印結送

部，所欠銀兩准其豁免。 

同書，卷 87，頁

16a。此例在《欽定

大清會典事例．光

緒朝》，卷 259，頁

27a 中亦有記載。 

沒有記載 

世職官員物故，其子雖經承襲世職，因殘

疾不能當差，止給馬甲錢糧者，該孀婦週

年半俸銀米，仍准支領。 

同書，卷 87，頁

16a。 

沒有記載 

八旗及各省駐防孀婦，有子孫出征陣亡，

又年逾八十者，雖別有子孫現食錢糧，由

該管官查明具保實係窮苦，准添給養贍錢

糧一分，支給終身。其非子孫死事而又年

逾八十者，別有子孫現食錢糧，仍不得濫

給。 

同書，卷 87，頁

17a。 

駐防官兵身故，其妻矢志守節者，照在京

八旗例，不論年歲，有無子嗣，該管官具

保，支給週年半俸半餉。若軍功告退仍食

半俸半餉之官兵身故，其妻守節者，亦照

在京八旗之例，按伊夫原食俸餉整數半支

一週年。至身故世職官之妻有子，既經襲

職領俸者，停其所支半俸。 

同左 

同書，卷 115，〈蠲

恤．駐防節婦俸

餉〉，頁 11b；同書，

卷 87，18a。 

沒有記載 

直省駐防孀婦食完週年俸餉銀米後，查明

並無子嗣，及雖有子嗣，尚未挑補養育兵

缺，實係生計維艱者，由該管官具結報

部，給與養贍錢糧一分。有子者，俟其子

挑補養育兵缺，即行裁汰。 

同書，卷 87，頁

18a-18b。 

沒有記載 

直省駐防告休後病故官員之孀婦，實係並

無子嗣，窮苦無依，由該管官查明，具結

報部，准照在任病故官員孀婦之例，支食

養贍錢糧一分。 

同書，卷 87，頁

18b。 

沒有記載 駐防八旗陣亡官之妻守節者，准照伊夫原 同書，卷 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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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支給一半。如子幼年未及歲，雖已承襲

職官，仍准支食寡婦半俸，其子應得半俸

之半，暫行停止。俟其子年已及歲，應食

半俸時，再行裁汰寡婦半俸。 

18b-19a。 

由京補放駐防官身故，其妻在該處未支週

年半俸銀米即已回京者，到京後，准其補

支，其米色數目，即照京員例核給。 

同左 

同書，卷 115，〈蠲

恤．駐防節婦俸

餉〉，頁 11b；同書，

卷 87，頁 19a。 

陵寢茶飯上人、閒散、拜唐阿等，遇有病

故者，伊妻照亡夫所食錢糧給與半分，一

週年而止。伊子現在當差者，亦同此例。

如雖有子嗣，尚在年幼未曾當差者，給與

養寡錢糧，每月食銀壹兩，隨銀米一年，

兩季貳拾貳斛。至守節孀婦並無子嗣者，

亦准給養寡錢糧米石，造入奏銷冊內報

部。 

同左 

同書，卷 115，頁

11a；同書，卷 87，

頁 19b-20a。 

沒有記載 

山海關駐防官員物故，伊妻如無子嗣及有

子尚未挑差者，在於該處官房內撥給住房

三間，俟伊子挑差之日，即行撤出充公。

並照伊夫應得養贍家口地畝數目，在於丈

出餘地內減半撥給，俟該孀婦物故後，撤

回報部查核。 

同書，卷 87，頁

20a-20b。 

沒有記載 

由京發遣伊犁食半餉另戶馬甲、步甲身

故，伊妻照伊夫原食半餉，支給週年，以

資養贍。 

同書，卷 87，頁

20b。 

資料來源： 

1.[清]于敏中等纂，《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香港：蝠池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2.[清]承啓等纂，《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香港：蝠池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3.[清]崑岡等奉飭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臺北：啓文出版社，1963年。 

    就八旗孀婦的照顧來看，根據定宜庄的研究，滿洲統治者對於旗人

孀婦的一系列優撫政策，大都是在乾隆朝頒布的。103惟定氏並未論及晚

清朝廷對旗人孀婦的照顧。事實上，一直到十九世紀後期，滿洲統治者

依然承襲傳統，十分重視對於旗人寡婦的照顧，僅管相關規定在大方向

上並無太大變化，但晚清官書的記載較之於乾隆時期卻更為詳細。 

    由表 4-3-1 可知，《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較《欽定戶部則例(乾隆

朝)》多了 16 則記載，扣除在乾隆朝即已頒布但未記載於《欽定戶部則

                                                      
103
 定宜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

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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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乾隆朝)》者，104仍有 12 則之多。在這 12 則記載中，有針對八旗孀

婦已故丈夫之不同身分而制定不同之規定者，亦有依照孀婦子孫之不同

情況而訂定相異之規定者。與《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相互比較之下，

《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記載的更為詳盡，可見愈到後期，統治者在

制定照顧八旗寡婦的政策時，考慮愈加周延。就前者而言，後期的滿洲

統治者顧及「在軍營打仗陣亡人員前任內有革職留任」、「陵寢官員兵丁」、

「旗員曾經出兵打仗，因老病休致，兵部題准賞給全俸，如該員於具題

之後奉旨以前病故」、「直省駐防告休後病故官員」、「山海關駐防官員」

以及「由京發遣伊犁食半餉另戶馬甲步甲」等八旗官兵死後，其妻子的

照顧問題。就後者而論，晚清的統治者亦注意到「八旗孀婦內有因伊子

在逃」以及「(孀婦)其子雖經承襲世職，因殘疾不能當差」的情況，並

給予補助；甚至連年逾八十的孀婦也在朝廷的照顧之列。 

    透過上述觀察可以發現，清初關於照顧八旗孀婦的規定並不詳盡，

但愈到後期，朝廷所遇到的特殊案例愈多，為了因應這些特殊案例，迫

使統治者必須不斷修訂例文，以符合現實環境的需要。由此可見，直到

清朝晚期，八旗孀婦仍然被納入國家的恩養範圍之內，朝廷透過此舉維

持了旗人孀婦的基本經濟來源，保障了旗人婦女的生計。相較之下，漢

人寡婦則未享有這種權利，在為夫殉死之後，或是等到守節已達到朝廷

規定的年限，她們至多不過擁有減免賦稅的優禮。105顯見朝廷對待旗、

漢孀婦的方式迥然不同，旗人孀婦擁有較漢人寡婦為多的權益，實為一

種差別待遇的表現。 

    除了照顧孀婦的生計之外，晚清的滿洲統治者也很注重對八旗鰥寡

孤獨者的贍養。在《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中，亦出現〈八旗孤寡恤

                                                      
104
 即為第 9、10、11、17則，其中，第 9、11則於乾隆五十年(1785)頒布，第 10則於乾隆四

十八年(1783)頒布，第 17則則是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頒布。([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

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259，〈戶部．俸餉〉，頁 24a、25a、25b、27a。) 
105
 定宜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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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與〈駐防孤寡卹例〉，尤其〈駐防孤寡卹例〉甚至為《欽定戶部則

例(乾隆朝)》中所未記載者，更加突顯晚清滿洲統治者對照顧八旗鰥寡

孤獨一事的重視。茲將此二則卹例製成表 4-3-2 與 4-3-3 兩表： 

表 4-3- 2  《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與《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

中關於養贍八旗鰥寡孤寡之記載比較表 

《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 《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 備註 
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鰥寡孤獨人等，由

各該都統等查明實無依賴者，取具保結，

月給養贍銀壹兩伍錢(滿洲、蒙古歲給一

色梭米壹石陸斗，每年二月開放，漢軍不

給米)，遇有事故，即行裁汰(一應裁添事

宜，照兵丁錢糧之例辦理)。仍交步軍統

領衙門、查旗御史一體嚴查，如有冒濫挑

補者，參奏治罪。戶部將所用銀數，一年

彙奏一次。 

同左 

《欽定戶部則例

( 乾 隆 朝 ) 》， 卷

114，〈蠲恤．賞卹

八旗鰥寡孤獨〉，頁

10a-10b；《欽定戶

部 則 例 ( 同 治

朝)》，卷 89，〈八旗

孤 寡 恤 例 〉， 頁

1a-1b。 

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鰥寡孤獨人等，孀

婦內如有親翁及親伯叔兄弟係現任五品

以上武職，六品以上文職，及外任職官，

有翁姑子媳親孫現食錢糧，並有房地者，

又孤子內有母現食恩賞錢糧者，不准辦給

養贍錢糧。其伯叔兄弟係兵丁並前鋒校、

護軍校、筆帖式等微員，實無依賴者，取

具保結辦給錢糧。仍交步軍統領衙門及查

旗御史一體嚴查，如有冒濫挑補，各參奏

治罪。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10b-11a；同書，卷

89，頁 1b-2a。 

內務府上三旗鰥寡孤獨人等，查無產業

者，月給養贍銀壹兩，四季支米(每季支

米貳石陸斗)。下五旗包衣公中佐領下無

產業之鰥寡孤獨人等，亦按月支給。人口

眾者，月給銀壹兩，四季支米(每季支米

貳石陸斗)，人口稀少者，月給銀壹兩(不

給米)。總以伊子成立，挑補披甲、拜唐

阿之日，停其支給。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11b；同書，卷 89，

頁 2a。 

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無依孤女，照孤子

例，月給養贍銀壹兩伍錢(滿洲、蒙古歲

給米壹石陸斗，漢軍不給米)，俟出嫁後

裁汰。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11b；同書，卷 89，

頁 2a。 

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孤女紅事賞銀肆

兩，本身病故，照養育兵例，年在十歲以

上者，方准給與，九歲以下者，不准請賞。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11b；同書，卷 89，

頁 2a。 

沒有記載 

八旗銷除旗檔及獲罪發遣并在逃閒散兵

丁人等，所遺無依孤女，准其支食養贍錢

糧。 

同書，卷 89，頁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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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記載 

守護東陵、西陵駐防幼丁，其母並未食恩

賞錢糧，而伯叔兄弟僅止兵丁及前鋒校、

護軍校、筆帖式等微員不能兼顧者，准該

管官出具保結，報部支給孤子養贍錢糧

(東陵孤苦幼丁每名月給銀一兩，一年二

季，每季隨銀米拾斛貳斗；西陵孤苦幼

丁，每名月給銀壹兩伍錢，不給米石)，

俟挑差日即行裁汰。 

同書，卷 89，頁

2b-3a。 

八旗孤子年至十二歲，即行挑補養育兵額

缺，裁汰孤子錢糧。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11b；同書，卷 89，

頁 3a。 

沒有記載 
逃走兵丁之孤女錢糧，俟伊父挑差食餉之

日，再行裁汰。 

同書，卷 89，頁

3b。 

八旗現食鰥寡孤獨錢糧人等，遇有事故，

將承領之人於月報賞銀冊內聲明造報查

覈。 

同左 

同書，卷 114，頁

11a；同書，卷 89，

3b。 

沒有記載 

在京入旗回子身後所遺孤寡人等，查明本

人並無錢糧產業，又別無依靠不願回原處

者，准照八旗之例賞給孤寡錢糧一分，以

資養贍。如原處尚有依賴或親戚領回者，

仍聽其便。 

同書，卷 89，頁

3b。 

沒有記載 

孀婦內如親翁伯叔兄弟，係因殘廢在家，

承食半俸之雲騎尉，其孤寡錢糧，仍准支

食。其餘食半俸世職，不得援引。 

同書，卷 89，頁

4a。 

資料來源： 

1.[清]于敏中等纂，《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香港：蝠池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2.[清]承啓等纂，《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香港：蝠池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由表 4-3-2 可知，與《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相較之下，《欽定戶

部則例(同治朝)》多出了 5 條記載，從這些多出的記載中，亦不難發現

愈至清朝晚期，統治者將照顧八旗的範圍愈加擴大。除了一般八旗官兵

去世後所遺留的孤寡以外，朝廷也將被銷除旗檔、獲罪發遣、在逃兵丁

以及在京入旗回子等人之孤寡、幼丁納入贍養的範圍之內；甚至顧及伯

叔兄弟因殘在家之孀婦的生計，故仍准其支食孤寡錢糧。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同樣是旗人，八旗滿洲、蒙古與八旗漢軍之鰥寡孤獨所受的待

遇卻大為不同，滿洲、蒙古既給養贍銀又給米，而漢軍則只給銀不給米。

這種差別待遇亦可用差序格局的概念加以理解，而和統治者建立關係的

時間先後以及親疏遠近則是造成此種現象的關鍵因素。八旗滿洲、蒙古

與統治者之關係建立的較早、較為親近，因而愈能獲得統治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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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享有的權益也較多，較受照顧，故既給養贍銀又給米。相較之下，八

旗漢軍與滿洲統治者的關係則較為疏遠，是統治集團的外圍分子，較不

被統治者信任，所享有的照顧亦相對較少，所以只給銀不給米。 

    此外，滿洲統治者亦針對駐防八旗中，鰥寡孤獨者的養贍訂定了詳

細的規定。以下擬從駐防地區、撫卹條例、撫卹銀兩數額以及經費來源

等四方面作成表格並相互比較： 

表 4-3- 3  駐防孤寡卹例表 

駐防地區 撫卹條例 撫卹銀兩數額 經費來源 

盛京、吉林 

八旗兵丁內鰥、寡、孤、獨人等，每名

月支養贍銀壹兩，在於該處戶部庫銀內

動支。106 

月支養贍銀一兩 於戶部庫銀內動支 

黑龍江 八旗孤、寡人等，每名月支倉糧肆斗。 月支倉糧四斗  

熱河 

鰥、寡、孤、獨、殘廢人等，每名月給

養贍銀壹兩伍錢。其孀婦孤子親屬內，

有食俸食錢糧者，照在京滿洲、蒙古、

漢軍鰥寡孤獨之例辦理。 

月給養贍銀一兩五錢  

山海關、關外

羅文峪等處 

駐防兵丁孀婦之幼子，無論有無親族可

依，於孀婦支食週年餉銀米石滿日，准

照京城養育兵之例，每月給銀壹兩伍

錢。俟及歲披甲之日，裁汰其所需銀兩，

於收養鰥寡穀折銀內動支。如有不敷，

即動支入官房租銀兩，按年造冊報銷。 

月給銀一兩五錢 

於收養鰥寡穀折銀

內動支，如有不

敷，即動支入官房

租銀兩。 

山海關喜峰口 

駐防鰥、寡、孤、獨、殘廢人等，月給

養贍銀壹兩伍錢，於該處地租及房租項

下動支。如有不敷，於山海關徵存稅銀

內動用，按年造冊報銷。 

月給養贍銀一兩五錢 

於地租及房租項下

動支，如有不敷，

於山海關徵存稅銀

內動用。 

密雲、玉田、

三河、順義等

處 

駐防鰥、寡、孤、獨、殘廢人等，實無

倚靠，該管官出具保結送部。每名月給

養贍銀壹兩伍錢，於該處備用銀內動

支，其孤子養贍，俟挑差之日即行報部

月給養贍銀一兩五錢 於備用銀內動支 

                                                      
106
 此項定例在同治八年開始有了改變，是年，吉林將軍因所屬各旗無倚孤獨人等生計維艱，故

奏請援引黑龍江孤獨旗人每月賞給倉糧之例，每名月給倉糧四斗，以資養贍，所需糧石即在

各該處公倉額存谷內動支。同治十一年，吉林將軍又因公倉歲徵額糧不敷發放，上奏朝廷擬

將吉林八旗鰥寡孤獨應領養濟倉谷，仿照阿勒楚喀、拉林京旗滿洲殘廢孤獨人等每名月給養

贍銀五錢章程辦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

州檔案館合編，《琿春副都統衙門檔》，頁 225-227，〈吉林將軍衙門為鈔錄請將吉林應放旗人

鰥寡孤獨養濟倉谷改發制錢折事致琿春協領札文〉，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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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汰。 

獨石口、千家

店 

駐防鰥、寡、孤、獨、殘廢人等，每名

月給養贍銀壹兩伍錢，歲給米壹石伍

斗，按年造冊報銷。 

月給養贍銀一兩五

錢，歲給米一石五

斗。 

 

熱河額魯特 
官兵寡婦、孤女，每名每月給養贍銀壹

兩。 
月給養贍銀一兩  

山東青州、德

州 

駐防孤寡由司庫充公銀內撥出銀柒千貳

百伍拾柒兩零，交殷實商民壹分起息，

每年共收息銀玖百兩零。先於司庫報部

充公銀內，借領一季銀兩，交副都統衙

門存儲。每月按息銀柒拾伍兩零之數，

按名分給。仍將前項息銀催解足數，交

庫歸矣。 

每月按息銀七十五兩

零之數，按名分給。 
生息銀兩 

山西太原、陽

曲 

每年額徵絕嗣地租銀肆百陸拾貳兩，錢

壹百壹拾玖千陸拾陸文，又裁馬案內，

節省銀叁百叁拾兩，均賞給太原駐防

鰥、寡、孤、獨，以資養贍。每月領銀

陸拾餘兩，儘數按名分給其錢，俟年終，

按名勻賞。如遇閏月，將租錢作為臘月

賞項。凡銀錢尾數，均歸入次年賞欵之

內。 

每月領銀六十餘兩，

儘數按名分給其錢。 

1. 

每年額徵絕嗣地租

銀四百六十二兩，

錢一百一十九千六

十六文。 

2. 

裁馬案內所節省之

銀三百三十兩 

綏遠城 
駐防孀婦孤女，每月給銀壹兩，以資養

贍，在於牧廠開墾空地租銀內動支。 
月給銀一兩 

於牧廠開墾空地租

銀內動支 

河南 

駐防滿營孤寡養贍，大口(十歲以上)每名

月給銀玖錢，小口(玖歲以下)每名月給銀

肆錢伍分，遇閏加增，在於黃河灘地及

官莊每年存公餘剩銀內動支，按年造冊

報銷。 

大口每名月給銀九

錢，小口每名月給銀

四錢五分。 

於黃河灘地及官莊

每年存公餘剩銀內

動支 

江甯、京口 

駐防孤寡每名給養贍銀壹兩，每年由該

處公費銀內動撥銀壹千壹百餘兩備賞，

仍將用過銀兩按年造冊報銷。 

養贍銀一兩 
於公費銀內動撥銀

一千一百餘兩備賞 

杭州、乍浦 

駐防兵丁內，鰥、寡、孤、獨、無餉人

等，年在十歲以上者，每名月給錢壹千

文，九歲以下者，每名月給錢陸百文，

在於馬廠地租內支給。如遇閏月，在於

牧廠地內，馬匹撤回後所剩草價錢文內

添給，統於年終造冊報部覈銷。 

年在十歲以上者，每

名月給錢一千文，九

歲以下者，每名月給

錢六百文。 

於馬廠地租內支給 

荊州 

駐防鰥、寡、孤、獨人等，每名月給銀

壹兩，在於地丁銀內動支。仍將支用添

裁數目，按季造冊報部查覈。孀婦有親

屬者，照在京八旗之例辦理。 

月給銀一兩 於地丁銀內動支 

西安 

駐防鰥、寡、孤、獨人等，每名月支養

贍銀壹兩，如一戶二三口者，酌量每口

添給銀伍錢，在於該處牧廠地租並錢糧

平餘房地租銀等欵內，撥銀陸千柒百肆

拾餘兩，以備支放。又於牧廠地租餘剩

充公項下，撥錢陸百叁拾叁千捌百文，

以備續報養贍之用，按年造冊報銷。 

月支養贍銀一兩，如

一戶二三口者，酌量

每口添給銀五錢。 

於牧廠地租並錢糧

平餘房地租銀等欵

內，撥銀六千七百

四十餘兩。 

涼州、莊浪 滿營鰥、寡、孤、獨人等，每大口月給 每大口月給銀一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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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壹兩，小口月給銀伍錢，在於武威、

平番二縣歲徵餘剩房地租銀壹千壹百餘

兩，並涼州舊存房地歲收租錢貳百餘千

文，儘數撥支。又於庫存滿營馬價銀內，

提出銀壹萬壹千兩交商，以一分生息，

歲得息銀壹千叁百餘兩(遇閏加增)，作為

養贍孤、寡、殘廢人等之用，按年造冊

報銷。 

小口月給銀五錢。 武威、平番二縣歲

徵餘剩房地租銀一

千一百餘兩 

2. 

涼州舊存房地歲收

租錢二百餘千文 

3. 

於庫存滿營馬價銀

內，提出銀一萬一

千兩交商生息。 

甯夏 

滿營養贍鰥、寡、孤、獨，每名月給銀

壹兩伍錢，於該處每年房地租息錢糧平

餘，及發商生息等項，共銀叁千陸百餘

兩內覈給，按年造冊報銷。 

月給銀一兩五錢 

於每年房地租息錢

糧平餘，及發商生

息等項，共銀三千

六百餘兩內覈給。 

四川成都 

滿營陣亡之子弟及孤獨人等，如有無力

者，准其將歲收馬廠地租及滿城空地開

墾地租，於賞給養育兵餘剩銀內，每名

每月酌給銀數錢，以備讀書之費。 

 

於馬廠地租及滿城

空地開墾地租，賞

給養育兵之餘剩銀

內撥給。 

廣東 

漢軍孤貧養贍，每名每月給銀壹兩，在

糧道庫存普濟堂經費內動支，按年造冊

報銷。 

月給銀一兩 
於糧道庫存普濟堂

經費內動支 

烏噜木齊 

滿營鰥、寡、孤、獨人等，每名月給銀

壹兩，口糧麵伍拾觔，在於官當鋪生息

銀內及吐魯番廳倉儲白麵項下動給。該

管官確查結報覈支，按年造冊報銷。(革

退馬甲一例賞給) 

月給銀一兩，口糧麵

五十觔。 

1. 

官當鋪生息銀 

2. 

吐魯番廳倉儲白麵

項下 

吐魯番 

滿營鰥、寡、孤、獨、殘廢人等，每名

每月給銀壹兩，口糧麵伍拾觔，其銀由

官當鋪生息餘剩銀壹千叁百餘兩及地租

銀肆百餘兩內動給，麵由本處倉儲項下

支給，按年覈實報銷。 

月給銀一兩，口糧麵

五十觔。 

1. 

銀由官當鋪生息餘

剩銀一千三百餘兩

及地租銀四百餘兩

內動給 

2. 

麵由倉儲項下支給 

伊犁 

鰥、寡、孤、獨每名月給銀伍錢，由該

處滿營存儲馬價銀內撥出銀肆萬兩，交

陝西省殷實商民一分起息，以作養贍之

用。 

月給銀五錢 生息銀兩 

伊犁察哈爾營 

鰥、寡、孤、獨及年老殘廢人等，每名

月給銀伍錢，由該處滿營羊價銀內動撥

銀伍千兩，交商一分生息，以作養贍之

用。 

月給銀五錢 生息銀兩 

直隸保定、滄

州、良鄉、雄

縣、固安、寶

坻、東安、采

育、霸州等處 

駐防孤苦殘廢人等，按月給與養贍錢糧

一分。 
  

資料來源：[清]承啓等纂，《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卷 89，〈駐防孤寡卹例〉，頁 6a-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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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3-3 可知，不同的駐防地區，朝廷給予鰥、寡、孤、獨撫卹

的辦法不盡相同。就撫卹方式來說，大部分都是以月給養贍銀的方式發

放，其數額多則一兩五錢、一兩，少則九錢、五錢；亦有發給銅錢者，

十歲以上月給錢一千文，九歲以下月給六百文；還有發放食糧者，有的

月給倉糧四斗，有的歲給米一石五斗，也有些月支口糧麵五十觔。其中，

羅文峪、嗚嚕木齊、甯夏……等偏遠地區的駐防八旗撫卹銀兩較多，甚

至另外加給米或口糧麵做為貼補；而駐防在河南、杭州、乍浦等較為富

饒地區的八旗官兵，其所獲得的撫卹則相對較少。 

    就經費來源而言，各駐防地照顧八旗孤寡的經費來源也不完全相同，

包括：戶部庫銀、收養鰥寡穀折銀、地租銀或房租銀、備用銀、生息銀

兩、107存公餘剩銀、公費銀、地丁銀以及糧道庫經費。其中，盛京、吉

林為戶部庫銀；山海關與羅文峪為收養鰥寡穀折銀；喜峰口、山西的太

原與陽曲、綏遠城、杭州、乍浦、西安、涼州、莊浪、甯夏以及四川成

都等地區來自於地租銀或房租銀；108密雲、玉田、三河、順義等地源自

於備用銀；山東的青州與德州、烏噜木齊、吐魯番、伊犁等地區出則自

於生息銀兩；109河南為黃河灘地及官莊每年存公餘剩銀；江甯與京口為

公費銀；荊州為地丁銀；廣東則來自於糧道庫存普濟堂經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朝廷給予八旗的撫卹範圍較廣，鰥、寡、孤、

獨皆在照顧的範圍之內，且並未有其他特別限制。相較之下，對於綠營

撫卹的限制較多，由〈綠營孤寡卹例〉與〈綠營難廕卹例〉可知，其主

要對象僅限於因戰爭而殉職者或議廕人員之子孫，且除了雲南的漾、

二莊以及伊犁的綠營之外，其他的綠營鰥寡則不在此二則卹例之中，坐

                                                      
107
 關於此時期之生息銀兩的討論，詳見第四章第四節「其他照顧生計的措施」。 

108
 除了來自地租銀與房租銀之外，山西太原與陽曲照顧八旗孤寡的資金尚源於裁馬案內所節

省的銀兩；涼州、莊浪還源於將庫存滿營馬價銀交商生息所獲得的息銀；甯夏亦有部分來

自於生息銀兩。 
109
 吐魯番給予八旗孤寡的撫卹銀兩，也有部分源自於地租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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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綠營缺額的旗人亦是如此。110顯示，滿洲統治者給予八旗的撫卹，其

適用範圍較廣，條件較為寬鬆，此亦可視為旗漢差別待遇的另一種呈

現。 

    再者，先前已討論過滿洲統治者對於八旗孀婦的撫卹大致有給予終

身半俸半餉與一年半俸半餉的方式；111然而，在〈駐防孤寡卹例〉中亦

針對八旗寡婦的撫卹訂定規則。如此一來，不免令人產生疑惑：對於一

名失去丈夫的八旗孀婦來說，究竟該援引哪一條則例予以照顧？與此相

關的討論尚付闕如。事實上，這兩條則例並不相互衝突。朝廷給予八旗

孀婦其已故丈夫原俸之半有其時間上的限制，除了丈夫因作戰陣亡，或

是無嗣無依的孀婦給予終身撫卹之外，其他大都只給予一年或一年半的

撫卹。但是，對一名寡婦而言，丈夫的去世，意味著錢糧的斷絕，生計

頓時陷入困境，此問題並非藉著一年或一年半的撫卹就可解決。因此，

當八旗孀婦食完一年或一年半的俸餉銀米後，若無子嗣，或雖有子嗣，

                                                      
110
 《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中的〈綠營孤寡卹例〉記載如下：「一、雲南漾、 二莊田畝歲

收租息作為該處提標孤寡兵眷口糧。一、伊犁綠營於節年存積朋合截曠銀內撥銀壹萬兩，由

本營自行交商承領。每年息銀壹千伍佰兩，作為鰥寡孤獨養贍。仍令造具戶口花名清冊，動

存息銀數目按月呈報糧餉處查覈。」〈綠營難廕卹例〉則記載：「一、綠營旗員陣亡，其子孫

以都司、守備、千總、把總予廕者，年未及歲人員，准其挑補馬甲，支給錢糧米石。一、旗

員議廕把總，奉旨以旗員內用，因其補缺較難，准照七品廕生留印房當差行走者，即照七品

廕生之例，支給俸祿。一、議廕旗員，年至及歲，如係都司、守備、千總隨旗行走，遇缺補

用。或奉旨外用交京營學習行走，均准挑補馬甲，支食錢糧米石，俟補官食俸日，即行裁扣。

一、綠營漢員陣亡，其子孫以都司、守備、千把總予廕者，年未及歲人員，准其支給馬糧一

分(餉銀、餉米、馬乾一體支給，在於該省建曠項下動支)。一、議廕漢員年至及歲者，或發回本省

學習三年，或期滿交本省題補拔補者，令其頂補額缺，馬糧後補官食俸日裁扣。一、綠營武

職人員軍營病故，議廕八品官照八旗議給八品官之例，歲支俸銀肆拾兩。如年未及歲，給與

半俸，年已及歲，收標學習者，給與全俸，統於兵馬奏銷案內造報覈銷。」([清]承啓等纂，

《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香港：蝠池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卷 89，〈綠營孤寡卹

例〉，頁 13a；〈綠營難廕卹例〉，頁 14a-15a。) 
111
 有清一代，朝廷對於八旗孀婦的撫卹辦法大致有二：其一，將終身半俸半餉，給予作戰中陣

亡旗兵的孀婦、無嗣無依的普通旗人寡婦，以及兵丁生前再醮之婦。其二，將一年半俸半餉，

給予因其它原因身故旗人的孀婦。相關討論詳見第二章第三節「八旗生計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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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尚未挑補養育兵缺，或生計維艱時，朝廷便給其一份養寡錢糧，以資

養贍。112 

    透過比對《欽定戶部則例(乾隆朝)》與《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

中關於八旗鰥、寡、孤、獨之照顧的記載可以看出晚清的滿洲統治者，

仍然相當重視對弱勢旗人的照顧，其程度未必不及盛清時期。然而，在

發放撫卹錢糧的過程中，實存在著不少弊端。《凌霄一士隨筆》中即有

一則發放孀婦錢糧舞弊的記載： 

張君二陵云：「清制，八旗為軍籍，男子成丁娶妻後身故者，其妻

於三日呈報佐領，願守願嫁。嫁者無論，守則按月給以口糧。日久

弊生，往往其人已故而仍支口糧。此蓋管旗衙門與戶部司其事者朋

分。光緒某年，戶部尚書閻敬銘，方以精覈著，會兼署禮部尚書，

發覺有已身故請旌而仍支此項口糧者，因命戶部司員調查，則各旗

此等弊病甚多，大怒，欲嚴辦以清積弊。主管司員懼遭嚴譴，夜分

召承辦書吏於私室，謀彌縫之術。書吏從容對曰：『老爺萬安，書

辦一人當之足矣，明日請將書辦交司務廳可也。』翌日，果將此書

吏交司務廳。吏至廳後，自認不諱，並云：『國家錢糧，絲毫為重，

請回堂奏交刑部，徹底根究治罪，書辦死而無怨。』司務廳員據以

回堂，而敬銘旋思此案舉發，範圍甚廣，將成大獄，而惇親王奕誴、

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均為都統，亦有應得之咎，尤難率爾，竟

                                                      
112
 《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記載：「直省駐防孀婦食完週年俸餉銀米後，查明並無子嗣，及

雖有子嗣，尚未挑補養育兵缺，實係生計維艱者，由該管官具結報部，給與養贍錢糧一分。

有子者，俟其子挑補養育兵缺，即行裁汰。」而且，該書亦記載了陵寢茶飯上人、閒散、拜

唐阿等八旗官兵之孀婦的照顧條例：「陵寢茶飯上人、閒散、拜唐阿等，遇有病故者，伊妻

照亡夫所食錢糧給與半分，一週年而止。伊子現在當差者，亦同此例。如雖有子嗣，尚在

年幼未曾當差者，給與養寡錢糧，每月食銀壹兩，隨銀米一年，兩季貳拾貳斛。至守節孀

婦並無子嗣者，亦准給養寡錢糧米石，造入奏銷冊內報部。」(《欽定戶部則例(同治朝)》，

卷 87，〈蠲恤．賞恤駐防節婦〉，頁 18a-18b、19b-20a；卷 115，〈蠲恤．駐防節婦俸餉〉，

頁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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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其事。蓋敬銘雖風厲，而不能無投鼠忌器之見，此吏早已料及，

故坦然無所畏耳。斯時家厚甫（銘坤）方在戶部，猶及見之，親為

余言之甚詳。」甚矣，鐵面之不易也！113 

由此可以看出後期的滿洲統治者，依然致力於照顧八旗孀婦，惟官僚體

系的行政效能低落，朝廷撥給的撫卹錢糧常被承辦旗員中飽私囊。發放

孀婦撫卹錢糧最常見的弊端莫過於當承領錢糧的孀婦過世之後，朝廷在

不知情的情況下，仍然繼續支付此項口糧。然而，既然受領者已經往生，

那麼，支付出去的口糧當然就落入該旗的主管官員與戶部官員的口袋之

中，兩者共同分享這種「利益」。光緒年間，戶部尚書閻敬銘查覺到此

種弊端，想要嚴加辦理。然而，書吏到案之後的供詞，使閻敬銘顧慮到

如果如實查辦此案，則牽連範圍甚大，甚至會牽連幾位親王，官場亦會

因此而出現大震盪。在投鼠忌器的考量之下，閻氏只好以國家政治的穩

定為重，從而選擇隱瞞這件事情。 

綜上所述，從同治四年校刊的《欽定戶部則例》中關於照顧八旗鰥

寡孤獨的記載可知，即使到了晚清，統治者依然延續照顧八旗鰥寡孤獨

的傳統，且在制定養贍政策時，考慮愈加周延，相關記載亦較盛清時期

詳細。其次，朝廷發放的鰥寡孤獨撫卹錢糧，無論是撫卹方式或經費來

源，皆有其區域性差異。大體而言，駐防在偏遠地區的八旗兵丁所得撫

卹銀兩較多，甚至另外加給米或口糧麵做為貼補；反而在河南、杭州、

乍浦等富饒地區駐防的八旗官兵，其所獲得的撫卹則相對較少。 

再次，滿洲統治者照顧旗、漢鰥寡孤獨者的方式，實存在著不小的

差異。就八旗來看，隸屬旗籍的鰥、寡、孤、獨皆在朝廷的照顧範圍之

內，且並未有其他特別限制；但就綠營而言，朝廷對他們的撫卹，卻僅

                                                      
113
 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頁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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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因戰爭而殉職者或議廕人員之子孫，且除了少數地區之外，大部分

的鰥、寡皆不在〈綠營孤寡卹例〉與〈綠營難廕卹例〉兩則恤例之中。

尤其是對孀婦的照顧，朝廷透過發給八旗孀婦撫卹錢糧的方式，維持了

她們的基本經濟來源，保障了旗人婦女的生計；但漢人寡婦則未享有這

種權利，至多不過擁有減免賦稅的優禮而已。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不

僅旗、漢之間存在著差別待遇，就連八旗組織內部亦存有一種差序格局。

八旗滿洲、蒙古與統治者的關係較為親近，較獲得統治者的信任，所享

有的權益較多，故既給養贍銀又給米；而八旗漢軍則是統治集團的外圍

分子，較不被統治者信任，所享有的照顧較少，所以只給養贍銀不給米。

除此之外，官僚體系的行政效能不彰，亦導致朝廷撥給的撫卹錢糧常被

承辦旗員中飽私囊，致使滿洲統治者照顧八旗弱勢的美意蒙上一層陰

影。 

第四節  其他照顧生計的措施 

    自同治四年起至光緒十九年為止的這段期間，改善八旗生計問題為

朝廷最主要的旗務政策。除了前述的恢復八旗兵餉、推行移旗屯田政策

與照顧八旗孤寡等三項舉措之外，再次頒布出旗為民諭旨、恢復旗民交

產禁令以及發放生息銀兩等措施，亦不失為照顧八旗生計的良策。而且，

從這些措施的執行過程中，亦可窺見滿洲統治者優先照顧旗人的意圖。

茲就出旗為民諭旨的再頒布、旗民交產禁令的恢復以及生息銀兩的發放

三方面分別進行討論。 

(一)出旗為民諭旨的再頒布 

    所謂出旗為民，意指將旗人削除旗檔，編入民籍。乾隆年間曾經施

行兩次大規模的漢軍出旗為民，第一次發生在乾隆七年(1742)至八年

(1743)之間，是以京師的漢軍為出旗的主要對象，採取鼓勵但不強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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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以自願為主。第二次出旗為民是從乾隆十九(1754)年至乾隆二十

年(1755)開始，一直延續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以駐防的漢軍為主要

的對象，但是與前次京師漢軍的出旗不同，駐防漢軍出旗為民，多少帶

有強制性。114而且，除了八旗漢軍之外，開戶人亦為滿洲統治者欲排除

於八旗組織之外者。115 

    此後，滿洲統治者並未再次頒布其他出旗為民的諭旨，直至同治三

年九月，山西巡撫沈桂芬基於八旗生計的考量，奏請朝廷准許旗人外出

營生，並開放部份旗人編入民籍，原摺略謂： 

    請嗣後旗人有外出營生者，無論降革、休致文武官貟(員)，及未食

錢糧、本食錢糧舉貢生監暨兵丁閒散人等，准由該都統給照前往。

如願在外省落葉，准其呈明該州縣編為旗籍。其服官外省之降革、

休致文武各貟，及病故人貟之子孫親族人等無力回京者，亦准一體

辦理。所有詞訟案件統歸該州縣管理，如有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者，

即由該地方官照民人一律懲治。其願入民籍者，即編入該地方民

籍。……至八旗兵丁人等在外落業者，並准其挑補綠營馬戰守兵。
116 

對此，同治皇帝認為沈桂芬所奏尚屬周妥，故要求八旗都統「將此次推

廣辦法逐節出示曉諭，俾眾咸知，以裕生計而示體恤」。117由沈氏的奏摺

                                                      
114
 關於八旗漢軍在乾隆朝兩次大規模出旗的情形，詳見第一章第一節「研究動機」。 

115
 八旗奴僕透過軍功、贖身等途徑從家主戶下開出，並於旗下另立一戶者，稱為「開戶人」，

或稱「開檔人」。但是，開戶人的地位仍然低於主人，其身分介於正身旗人與奴僕之間。而

且，開戶人保有較高的戰鬥力。詳見劉小萌，〈關於清代八旗中”開戶人”的身分問題〉，

《社會科學戰線》，第 2期(長春，1987)，頁 176-181。 
11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099524，〈奏請籌銀移屯以恤旗民〉，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1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頁 280，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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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治皇帝的諭旨可知，對於出外營生的旗人，朝廷採取兩種管理辦法。

其一，「准其呈明該州縣編為旗籍」，惟「所有詞訟案件統歸該州縣管理」，

如旗人滋生事端，則「由該地方官照民人一律懲治」。透過這則史料可

看出旗人在法律上的身分，已有逐漸民人化的趨勢，特別是在司法審判

機構的變化上。入關之初，由於旗人與民人身分的不同，致使旗人在法

律上享有種種特殊待遇，且其審判機構亦分屬於八旗組織與地方民官兩

套完全相異的系統。大體而言，旗人的戶婚田土案件多由地方州縣衙門

審理，然如果兩造均為旗人，則不能單由地方官審理，而是必須要與各

省理事廳員會審；刑事案件則多由地方官員會同地方旗員或理事廳員一

同審理。118但是，降至同治朝，上述定例出現了重大轉變。由前述沈桂

芬的奏摺與皇帝的諭旨可知，同治年間所有詞訟案件，無論戶婚田土等

民事案件，抑或刑事案件，皆統一歸州縣官審理；且如果旗人不安本分，

滋生事端，就直接交由地方官照民人一律懲治。顯示此時的朝廷有意全

面給予地方官員管理旗人的司法管轄權，消除旗人在法律上的特殊性，

進而導致旗人在法律身分上的逐漸民人化。然而，由於同治皇帝的諭旨

並未被認真執行，所以直到十九世紀末，八旗人等在司法上依然保有特

殊地位。119而這種特殊性一直要到光緒末年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進行旗

民司法審判同一的改革以後，方宣告消失。120 

    其二，對於願意入民籍的旗人，「即編入該地方民籍」。但是，與乾

隆朝兩次大規模的漢軍出旗相較之下，這次的出旗為民並非強迫性質，

似乎沒有多少旗人選擇離開八旗，121且出旗的對象亦不只限於八旗漢軍。

                                                      
118
 鄭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 304-313。 

119
 路康樂(Rhoads, Edward J. M.)著，王琴、劉潤堂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

權力(1861-1928)》，頁 33。 
120
 關於清末的司法改革，詳見第五章第三節「化除滿漢畛域」。 

121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

頁 33。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Rhoads%252C%2BEdward%2BJ.%2BM.%2Farhoads%2Bedward%2Bj%2Bm%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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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旗範圍的擴大，不僅意謂著八旗生計問題日趨嚴重；亦顯示國家財政

日益困難，無法像以前一樣照顧這麼多旗人，所以只好再次縮小八旗統

治集團的規模，節省國庫開銷。 

    另外，同治皇帝也允許在外落葉的八旗兵丁挑補綠營馬戰守兵，這

種以八旗兵丁挑補綠營額缺的辦法，早在康熙末年即被滿洲統治者作為

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舉措之一。122不過，這種做法卻剝奪了綠營的就業

機會，並將八旗的生計問題轉嫁給了綠營，導致綠營兵丁不得食糧，生

活更加艱困。由此可以看出朝廷為改善旗人生計困頓的現象，不惜犧牲

綠營的利益，獨厚八旗的意圖十分顯著。 

(二)旗民交產禁令的恢復 

    咸豐二年(1852)，滿洲統治者為了杜絕欺隱與增加稅收，廢除了旗

民交產的禁令，但咸豐九年(1859)，卻因「旗民交產，升科無多」的原

因，下令恢復禁止民人購買旗地的舊禁。降至同治二年(1863)，朝廷又

因旗人生計維艱，再度廢止旗民交產的禁令。123 

從同治二年起一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為止的這段時間，旗人與民

人之土地、房屋的交易，是被朝廷所允許的。期間，朝廷亦於光緒十三

年(1887)議定順天、直隸兩地議租議賦章程，重申「旗民交產，照民田

賦額升科」的命令，並規定「旗民交產，停發部照」。124然而，到了光緒

十五年(1889)，關於旗民交產的命令又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滿洲

統治者有鑒於「自開禁以來，民人置買甚多，將來旗產勢必日見其少」，

因而下令：「嗣後宗室八旗京屯田產，無論老圈、自置，永遠不准賣與

                                                      
122
 關於八旗兵丁挑補綠營額缺的研究，詳見定宜庄，〈清代綠營中的八旗官兵〉，收錄於王鍾

翰主編，《滿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83-101。 
123
 詳見第三章第二節「旗民交產禁令的廢止」。 

124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160，〈戶部．田賦〉，頁 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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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如有違例私自買賣，即行照例懲辦。」125至此，朝廷基於旗人生

計的考量，再度規復旗民交產的禁令。 

    有趣的是，同治二年因八旗生計問題而廢止旗民交產的禁令；光緒

十五年卻因旗人生計考量而恢復禁止旗民交產。為什麼同樣著眼於生計

問題，但卻出現如此南轅北轍的結果？儘管皆是基於生計考量，但其背

後實含有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同治二年廢止旗民交產禁令的原因在於

旗人生計出現困難，急需金錢時，賣出土地以換取金錢為解決生計問題

的辦法之一，所以如果繼續禁止旗民交產，則旗人將會喪失一條獲取金

錢的途徑。至於光緒十五年的恢復旗民交產禁令，其原因在於「開禁以

來，民人置買甚多，將來旗產勢必日漸其少。」顯示統治者認為旗產是

維持旗人生計的重要資源，故而禁止旗產的買賣。因為旗人擁有土地，

可招民人承種旗地，坐獲租息，借以維持生計，所以如果將旗地賣與民

人，旗人將喪失維生的工具，生計無著。 

    無論旗民交產禁令的廢除或恢復，朝廷照顧八旗生計的意圖為影響

政策走向的關鍵因素之一。尤其在秩序恢復時期，國庫稍微得到緩解，

統治者又回復優先保障旗人產業的傳統，只准旗產在旗人之間交易，使

其不被民人所占有，以藉此確保八旗的生計來源。如此一來，旗人財產

的特殊性再度浮出檯面，旗、民之間的差距也因而再次拉大。 

(三)生息銀兩的發放 

    「生息銀兩」為清代官款生息的一種，朝廷借貸官款給需要的人，

之後再向這些人收取利息，並將所得息銀用於各種照顧與補貼。乾隆朝

以前，滿洲統治者以生息銀兩作為恩賞銀兩的來源，且多從戶部、內務

府以及藩司衙門的庫存閒款撥出。然而，自乾隆朝以降，生息銀兩的來

                                                      
1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469，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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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擴及官吏、商人的集資捐款和官營工商業的利潤轉化；且就用途而論，

生息銀兩已不再支付八旗官兵的婚喪恩賞，而主要用於教育經費、貧困

與傷亡兵丁及其遺屬的撫恤救濟金、軍事和公共工程等修造葺補經費、

官兵勞役獎賞以及宗人府、內務府、八旗兵丁等的特殊恩賞與福利津貼，

甚至用於衙門官吏兵丁等的差旅辦公費用。126至於乾隆朝以後八旗官兵

的婚喪恩賞銀兩來源，則改由戶部領用兩淮鹽稅閒款而來。127 

    儘管自乾隆朝開始，朝廷已不再用生息銀兩來支付八旗兵員的婚喪

恩賞，但仍將生息銀兩用於八旗兵丁的養贍，且至晚清依然如此。晚清

用來恩養八旗兵丁的生息銀兩主要來自於馬價生息，所謂馬價生息指的

是：每名領催、前鋒、馬甲向有例馬二匹，承平無事時，即將例馬略少

拴養，騰出款項存儲滿營，謂之馬價，將此款項發商生息，作為滿營經

費及養贍閒散鰥寡孤獨之需。128 

    同治八年四月，兩廣總督兼署將軍瑞麟與副都統長順、穆輅等人，

因駐防八旗「生齒日繁」，且「得缺維艱，謀生計拙」，故奏請於旗庫存

儲的馬價項下與資助項下各撥銀四千兩與六千兩，合計一萬兩發商生息。

並規定每兩一分行息，遇閏加增。如此一來，每年可得息銀一千二百兩，

將其中的二百四十兩歸還本金，其餘的九百六十兩則分給八旗。並按照

原來的養贍生息章程發放，滿洲每名每月給銀五錢，漢軍每名每月給銀

二錢，藉以照顧八旗兵丁的生計。此次上奏亦得到同治皇帝的首肯與支

                                                      
126
 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的生息銀兩理論和政

策〉，頁 25-28；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收

撤生息帑本的時間、條件及其善後〉，頁 41-46。 
127
 賴惠敏，〈乾隆朝內務府的當舖與發商生息(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28期(臺北，1997)，頁 146。 
12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頁 117，〈奏陳籌添馬價生息銀兩〉，光緒十

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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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129此後好一陣子，馬價生息一度停擺，朝廷遂改用正餉來照顧滿營

中的鰥寡孤獨。然而，提用正餉養贍鰥寡孤獨本係暫時的權宜之計，寧

夏副都統常星阿即認為惟有籌添馬價，規復舊制，才能節度支，避免貽

誤辦公。因此，他於光緒十四年十月奏請籌添馬價生息，停止提動正餉，

滿洲統治者下令交戶部議奏。130 

    生息銀兩在八旗組織中的運用相當廣泛，除了前述用於八旗兵丁的

養贍之外，其用途尚包括：借發兵餉、採買軍糧、作為公費班費之用、

操練用項、八旗官學學生獎賞、各學修繕房屋所需款項等等。這些生息銀

兩或來自各滿營通益庫的發商生息，131或源於兩淮應交圓明園八旗、內務

府三旗護軍營生息銀兩，132或來自戶部指撥用剩的剩餘銀兩，133或源於

直隸口北道應交旗營生息銀兩，134其來源相當多元。惟這些生息銀兩並

                                                      
129
 [清]長善，《駐粵八旗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99年)，卷 6，〈經政略．養贍生息〉，

頁 16a-16b。 
13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頁 117-119，〈奏陳籌添馬價生息銀兩〉，光

緒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131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記載：「甯夏滿營通益庫發商生息銀五萬五千兩，前因借發兵

餉及採買軍糧，除提用外，實存無著本銀三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既據該署將軍等奏稱，

當商產絕人亡，無從追繳，其提借各項，亦因餉項支絀，勢難扣款歸還。自屬實在情形，

所有此項通益庫發商生息銀五萬五千兩，著加恩准予豁免，以示體恤。」(《清實錄．穆宗

毅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 335，頁 20a-20b，同治十一年六月辛巳條。) 
132
 同治皇帝曾頒布上諭：「兩淮應交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護軍營生息銀兩，向由該省按年

解到。旋因積欠過多，經戶部於山東等省劃撥。咸豐九年以後，僅據山東到解銀五千兩，

其餘欠交之款，至今未解。該營應放公費、班費及操練用項需款孔殷。著兩江總督、山東、

河南各巡撫嚴飭藩運各司設法籌款，務將現年兩淮應交生息銀二萬六千兩、山東應交劃撥

銀一萬九千兩、河南應交劃撥銀二萬四千兩，趕緊如數解交。其兩淮歷年積欠利銀六十萬

八千兩，並著該督分年撥解，以清公款。」(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

檔》，頁 290-291，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 
133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記載：「又奏准。籌辦八旗官學，前經戶部指撥銀十五萬兩，

除工程用銀七萬八千兩有奇外，餘銀七萬一千餘兩，業經奏明，留為學中製備一切之用。

所餘銀兩，由管學大臣發商生息。所有四季考課學生奬賞，及將來各學房屋應行黏修糊飾

一切雜款，即於此項內撙節動用，以期經久。」([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光緒朝》，卷 394，〈禮部．學校〉，頁 14a。) 
134
 同治皇帝曾頒布上諭：「察哈爾八旗幫貼辦公四項生息銀兩，向由口北道按季撥解。乃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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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用於八旗兵丁的養贍，其旨亦不在於解決旗人日益嚴重的生計問題，

與本文旨趣干係較小，故不在此進行深入討論。 

    韋慶遠、張建輝兩人曾針對生息銀兩的收撤與存廢提出南轅北轍的

看法，前者認為乾隆年間，朝廷取消內務府撥款八旗賞恤銀的生息銀兩，

即代表生息銀兩的消失；135後者則主張生息銀兩在乾隆朝之後的一百多

年仍然存在，惟不再支付旗營官兵的婚喪恩賞。136綜觀韋氏與張氏的討

論，兩人的觀點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其原因在於雙方對於生息銀

兩的定義與認知有很大的不同。韋慶遠將生息銀兩與朝廷給八旗的恩賞

銀兩等同視之，所以認為取消內務府撥款八旗賞恤銀的生息銀兩，即代

表生息銀兩的消失；張建輝則在生息銀兩寬鬆的定義下，主張乾隆朝以

降生息銀兩仍然續存在，且生息方法以發商生息為主，只不過不再用來

支付旗營兵弁之婚喪喜慶的補助。本文雖然較為認同張建輝對生息銀兩

所下的定義，但張氏關於晚清生息銀兩的分析仍顯不夠完善，尤其在該

項銀兩的經費來源及其轉變所代的表意涵兩方面。透過本文的討論可知，

清中期以前，無論生息銀兩的經費來源為何，皆是由中央政府撥款養贍

八旗；但到了晚清，生息銀兩主要來自於馬價生息，此為八旗組織內部

各單位的截餘款，而非中央所撥款項。顯示此時八旗已開始自力更生，

從馬價的截曠銀中獲取生息銀兩的經費，不再完全倚賴朝廷養贍。 

                                                                                                                                       
治二年起至六年冬季止，所欠息銀至九千四百餘兩，屢催未解，殊屬玩延。著官文即飭口

北道勒限嚴催所屬各州縣，將所欠生息銀兩趕緊埽數解該都統衙門，以供支放。嗣後仍飭

各州縣按季分解，不准絲毫拖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頁 446-447，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內閣奉上諭。) 
135
 韋慶遠，〈乾隆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

研究之三〉，頁 8-17。 
136
 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的生息銀兩理論和政

策〉，頁 25-28；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復

行「公庫制」的失敗與清釐生息帑本的意圖〉，頁 23-26；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

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收撤生息帑本的時間、條件及其善後〉，頁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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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息銀兩的施行，無疑是對旗人最直接的經濟補助，對於八旗生計

頗有裨益，造福八旗武力，從而鞏固滿洲政權之根本。到了晚清，這項

制度仍然繼續維持，並廣泛運用。其中，又以用於養贍八旗兵丁的生息

銀兩對解決旗人生計問題最有助益。這筆生息銀兩的本金，主要來自於

馬價項下的銀兩，朝廷將此款項發商生息，作為滿營經費及養贍閒散鰥

寡孤獨之需。而且，從生息銀兩的實際運作中亦可發現在八旗組織中，

實存在著一種差序格局。按照生息章程，滿洲每名每月給銀五錢，但同

屬八旗的漢軍，每名每月則只給銀二錢。這種差別待遇或許和其與統治

者建立關係的時間先後以及親疏遠近有關。八旗滿洲與統治者之關係建

立的較早、較為親近，因而愈能獲得統治者的信任，所享有的權益也較

多，故所領取的生息銀兩較多。相較之下，八旗漢軍與滿洲統治者的關

係則較為疏遠，是統治集團的外圍分子，較不被統治者信任，故所享有

的權益較少，所領的息銀也較微薄。 

結語 

    乍看之下，上述這些照顧八旗生計的舉措，大都是繼承自康雍乾以

來就一直存在的傳統作法，但若仔細觀察便可發現：此時的滿洲統治者

在承襲傳統的同時，亦因應時代變化而做了些許調整。第一、就八旗兵

餉的恢復而論，儘管此一時期已經開始支放八旗兵餉實銀，並且加放薪

餉成數以及白事卹銀，但統治者基於現實財政狀況的考量，暫時只恢復

在京八旗的薪餉成數，至於各省駐防八旗的兵餉，遲至光緒十六年，仍

未完全恢復。第二、就移旗屯田而言，與先前相較之下，此時八旗屯墾

的範圍除了東北地區之外，西部新疆地區的移旗屯田也更加受到滿洲統

治者的重視。而且，單就東北地區來看，由於先前屯田的重鎮——吉林

的拉林、阿拉楚喀、雙城堡、伯都訥等地方，大都已被開發殆盡，故至

光緒朝以降，移旗屯田的地區便轉移到黑龍江省的呼蘭地方，這就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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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地區的移旗屯田，在晚清已有逐漸往西北方向移動的趨勢。第三、

就八旗孤寡的撫卹來看，從同治四年校刊的《欽定戶部則例》中關於照

顧八旗鰥寡孤獨的記載可知，即使到了晚清，統治者依然延續照顧八旗

鰥寡孤獨的傳統，惟在制定養贍政策時，考慮愈加周延，相關記載亦較

盛清時期詳細。第四、就發放生息銀兩來說，與先前較為不同之處在於

晚清用來恩養八旗兵丁及鰥寡孤獨者的生息銀兩，其本金來源已不再倚

靠戶部、內務府以及藩司衙門的庫存閒款，而是主要來自於馬價項下的

銀兩。 

    然而，儘管朝廷採取諸多舉措來改善八旗生計問題，但成效並不如

預期，除了前述的幾項因素之外，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八旗人口急遽增

加，致使統治者所給予的補助永遠跟不上八旗人口繁衍的腳步。僅就八

旗兵額來看，乾隆朝有八旗兵二十萬五千四百八十五名，嘉慶朝有二十

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一名，道咸之際則為二十七萬五千七百五十一名，其

間的增長率為百分之三十四。137披甲當差的旗丁尚且如此，若再加上閒

散旗人及八旗兵丁的眷屬，其人口數額之多實不難想像。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降至晚清，統治者在照顧八旗的同時，亦開始

逐漸縮小旗、民之間的差距，使旗人漸趨齊民化，其中又以經濟、法律

兩方面最為明顯。就經濟方面而言，同治年間出旗為民諭旨的再頒布，

再度准許旗人出外營生，此便意謂著統治者希望旗人與民人一樣，開始

倚靠自己的力量來養活自己，不再完全依賴國家的養贍。就法律方面來

看，同治年間，朝廷下令所有關於旗人的詞訟案件，無論民事或刑事案

件，均歸地方州縣官管轄，顯示統治者有意全面給予地方官員管理旗人

的司法管轄權，消除旗人在法律上的特殊性，進而導致旗人在法律身分

上的逐漸齊民化。 

                                                      
137
 陳鋒，《清代軍費研究》，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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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滿洲統治者來說，戰亂時期的齊民化實係時勢所逼迫，所以當國

家社會秩序恢復之後，統治者便會開始想要恢復旗人的特權。然而，由

於此時清朝政權已不像先前那樣強盛，朝廷力有未逮，無能亦無法繼續

確實維持八旗人等的特殊權利，顯示旗人齊民化的可否，皇帝的能力實

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降至晚清，隨著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政權陷入

重大危機，要求消弭旗民畛域的聲浪日益高漲。在此情形下，統治者只

好更加致力於消除旗民之間的差異，致使旗人的齊民化全面展開。 

 

 



 

 

第五章  清末時期的旗務改革(1894—1911) 

    甲午戰後，列強在中國競奪路權、礦權，強占港灣，畫分勢力範圍，

侵逼日亟，清朝政權岌岌可危，優惠旗人的政策因此迭遭質疑。此時，

旗務問題又有了新的發展，如何消弭旗、民之間的差距，遂成為當時主

要的旗務問題。在此情況下，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推動戊戌變法，於此

期間，時任總理衙門章京的張元濟曾上書建言五條，其中之一便是融滿

漢之見。1然而，部分保守派對其中「任旗民自謀衣食」等涉及實際利

益的項目甚為反對；2而且，他們亦認為維新派所組的保國會「言保中

國不保大清」。3因此，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便發動了戊戌政變，廢

除一切相關的旗務改革。爾後，歷經義和團事變與八國聯軍，社會輿論

對主政當局不滿的情緒日漸升高，4朝廷終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開始實

施新政，其內容包括：籌畫旗人生計、改革八旗教育。然一直要到徐錫

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案爆發之後，為延緩民人的反動，統治者始下令消

除滿漢畛域，使旗務全面展開新局，朝向齊民化邁進。 

第一節  籌畫旗人生計 

    自清朝中葉以來，軍餉一直是清廷主要的財政開支。爾後，隨著接

二連三的對外戰爭，使戰爭賠款與外債成為國庫的重大支出。而財政支

                                                      
1
 內容包括：將宗室以外的滿蒙各旗編入民籍，歸入地方官管轄；允許滿漢通婚；任旗民自謀

衣食，准許旗民轉居別處；京師及各省駐防旗營設立勸工學堂，用以解決八旗生計問題。

(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 44-45。) 
2
 「旗民」一詞的意義自清初至清末出現了很大的轉變，清初的「旗民」係指旗人和民人兩種

人；而清末「旗民」一詞則單指一般旗人。這種轉變背後的意義在於到了清末，旗人稱自己

為「民」，顯示其特殊性已降低，正可作為旗人逐漸齊民化的佐證。 
3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 427，頁 9a，光緒二十四年八

月中乙未條。 
4
 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近代史研究》，第 5期(北京，2001)，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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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惡性膨脹，收支難以平衡，從中央到地方皆出現龐大的財政赤字。

此時，對滿洲統治者來說，要求旗人自謀生計，實不失為緩和國家財政

危機的辦法之一。直隸布政使增韞即曾奏請朝廷准許旗人外出營生，他

建議朝廷： 

    准其出外各自謀生，無論兵丁閒散，何項農業，均聽其便。……該

旗丁所至地方，歸地方管束，一切與民人無殊。願改民籍者聽其自

請，願赴邊荒開墾者再行量予咨遣。循是行之，則旗民之出路寬，

而帑項亦可節省；十年以後，服賈力農皆足自立。一舉而數善，備

為今日旗民計者，似無過此。5 

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頒布上諭，下令籌畫八旗

生計：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從前各省分設駐防，原為綏靖疆域起見，迨承

平既久，習為游惰，坐耗口糧，而生齒滋繁，衣食艱窘，徒恃累代

豢養之恩，不習四民謀生之業。亟應另籌生計，俾各自食其力。著

各省督撫、會同各將軍都統等，查明駐防旗丁數目，先儘該駐防原

有馬廠莊田各產業，妥擬章程，分劃區域，計口授地，責令耕種。

其本無馬廠莊田，暨有廠田而不敷安插者，飭令各地方官於駐防附

近州縣，俟農隙時，各以時價分購地畝。每年約按旗丁十分之一，

或十數分之一，授給領種。逐漸推擴，世世執業，嚴禁典售。即以

所授田畝之數，為裁撤口糧之準，裁停之饟，另款存儲，聽候撥用。

該旗丁歸農以後，所有丁糧詞訟，統歸有司治理，一切與齊民無異。

至田畝之腴瘠，價值之低昂，各省互有不同，但以足敷贍養為度。

一面仍將各項實業教育事宜，勒限認真分別籌辦，以廣旗丁謀生之

                                                      
5
 〈又奏請准旗丁出外謀生片〉，《政治官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 22號，頁

2-3，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摺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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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其授田之始，應需廬舍隄堰，暨農具牛種等項，並開辦實業各

經費，准由裁停存饟內，覈實奏請，酌量協濟。6 

滿洲統治者讓旗人計口授田，逐步歸農，其用意在於裁撤駐防，取消旗

餉，並將旗人編入民籍，使旗人齊民化。然而，欲達成前述目的，卻會

面臨許多困難，其中最大的問題便是八旗生計問題。當時，旗人倚靠國

家養贍，不事生產。在此情況下，如果不解決旗人生計問題，這些人終

究還是要仰賴國家財政的供應，從而難以將其編入民籍，駐防也就因此

難以徹底取消。因此，籌畫旗人生計已勢在必行，其舉措甚多，包括屯

田移墾、興辦實業、選壯為兵、廢除旗民交產禁令等，惟無論何種措施，

皆是以力求旗人自食其力為目的。 

(一)屯田移墾 

    欲使旗人自力更生，謀生有道，傳統的屯田移墾實不失為一項良策。

端方即建議移駐京旗屯墾東三省曠地，「或自耕，或名佃取租，以資養

贍」。如此一來，還可以開墾東北，發展經濟，以杜絕外人覬覦之心。

就開墾方法來說，端方主張先行清查土地，陸續分配，「官為備舟車，

給資糧以供運送，設軍備、興警察以保安，設男女學堂以宏教育」，其

他農學水利、拓墾銀行等亦可次第舉辦。文耀等人則建議開墾熱河南北

口、內蒙古綏遠歸化等邊荒之地，舉凡授田、耕具、種籽、牛馬、交通、

治安等事，均由朝廷代為備辦，墾成熟田後再行升科。此數年之中，朝

廷尚須廣籌補助經費，以贍其生活，以為鼓勵。7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滿洲統治者遂頒布上諭要求清查旗地，將旗地分給旗人耕種，並規定如

                                                      
6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578，頁 6b-7b，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下己卯條。 
7
 〈條陳融化滿漢策〉，《大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1855號，頁 3a，光緒

三十三年八月初二日，代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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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數量不敷，則購地授田。與此同時，統治者亦下令裁停旗餉，且分十

年裁撤旗丁。8 

    就京師與駐防地區推行屯田移墾的實際情況來看，在北京，屯田移

墾的辦法有二，一為移旗回東三省屯田，正黃旗滿洲都統奕劻(ikuwang)

等人曾光緒二十四年(1898)奏請朝廷讓京旗徙戶開墾，統治者認為京旗

移屯的辦法本屬切實可行，遂命依克唐阿等人查明單開各處可移京旗屯

墾的荒地數目，以及情願到屯墾種的人數，具奏請旨辦理。9另一辦法

為就近在北京屯墾，光緒二十八年(1902)九月底，清廷開始在南苑開墾

荒地，並規定凡有認墾者，旗人應有本旗圖結，民人須有切實甘結，且

所認地畝以十頃為限，不可逾數。10 

    江蘇省的駐防包括江寧與京口兩處，其中，在江寧城外原有牧地兩

區，光緒二十九年(1903)，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江寧將

軍信恪等人建議清廷將牧場改為屯田，專設屯員妥為經理，辦法包括：

第一，流民佔耕已熟之田，准其補給墾照，免追歷年私墾花息，作為永

租之產，名約佃民。第二、未墾荒地民間承認領耕者，亦一體准給永租

墾照，亦曰佃民；惟就開荒需費來看，准領耕後第一年免租，第二年繳

租之半，第三年再繳全租。第三、留備旗民屯耕之田，應先召佃，官給

牛隻、籽種，令其墾荒，名曰官佃。第四、於當地設立農務學堂一區，

規定凡八旗餘丁年十二歲以上者，發屯學習農務，俟其精能，遂由官田

之內每丁撥給田二十畝，令其自行耕種。11 

    奉天省為八旗根本之地，惟數百年來人口與日俱增，加上地畝有限，

                                                      
8
 李德新，〈清末新政與八旗社會〉(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頁 19。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頁 509，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諭。 
10
 〈南苑開墾章程〉，《大公報》，第 205號，頁 2b，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最要公文。 

1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年)，頁 682-684，

〈江寧將軍信恪等奏擬開屯牧場以裕旗民〉，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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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旗人生計日益艱困。光緒二十二年(1896)九月，清廷於奉天省分設

長白府，為了替長白府固根本，亦為了替八旗謀衣食，統治者遂下令招

集無業的八旗子弟前往該區開墾。至宣統二年(1910)五月，東三省總督

錫良建議朝廷招集旗丁百戶，暫就安圖縣內試辦八旗屯墾，酌撥地畝，

官府並提供牛具、房糧，分起遷移；合計先遷百戶，約需銀三萬兩，所

需費用從清理旗地收存照費中動支，如有不敷，再另行籌撥。對此，統

治者命其先行試辦，如有成效，再行奏陳。12不過，並非所有被遷移到

安圖縣的旗人都從事農業耕作，他們其中有人成為商民與醫生，亦有人

以經營花店、鐵匠鋪、皮鋪、衣局、雜貨店、果子鋪、大車店、客棧、

藥房、糧米店、染坊等維生。13顯示清末已有愈來愈多的八旗子弟開始

自食其力，且懂得如何另闢謀生之道，辦法更為多元。 

    新疆距北京萬里而遙，土曠人稀，部分地區地多饒沃，適合農耕發

展。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密雲副都統馬亮調任伊犁將軍，令伊犁

滿營自耕自牧，以圖生業。二十九年正月，馬亮奏請將伊犁滿營規復新

滿營，並把原來裁撤的馬甲二百名、匠役以及養育兵四十名分作兩旗，

每旗挑選隊長十二名、隊兵一百零八名，前赴特古斯塔柳官屯地方辦理

屯墾。並設立總理屯務委員一員，每旗設立營總一員、帶隊章京二員、

隊官二員、委筆帖式和教習各一員，按月給予鹽菜。且飭令督率各兵攜

帶眷口，刻期駐屯，分定地畝，預備在春天冰融修理渠道時播種；至於

農閒之時，仍勤操練，免其調換，俾得熟習屯務。此建議亦立即獲得統

治者允許。14 

                                                      
1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摺包〉，文獻編號 188274，〈奏為奉省籌招遷旗戶撥地

試墾以廣生計由〉，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13
 趙麗豔，〈清末奉天省安圖縣遷旗始末〉，《滿族研究》，第 1期(北京，2006)，頁 86。 

1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頁 600-602，〈奏為裁節舊滿營暨練軍銀糧酌

復新滿營四愛曼兵額改定練餉整頓屯田擬就支款章程繕單恭陳事〉，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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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裁撤旗餉，屯田移墾之目的無非是在緩解民人之不滿情緒的同

時，為生活日形困頓的八旗子弟另闢生途，以國家力量來推動八旗移墾。

與先前的辦法相較之下，儘管新政時期的八旗屯田移墾仍然由朝廷供給

旗人牛具、房糧；然似已不再有代墾制度，意即不再派遣當地旗丁或另

外招募民丁先行墾荒，15轉而要求八旗子弟自行在屯田地開墾與耕種。

而且，此時係以未開墾的荒地而非掠奪民人土地作為屯田之地，要求旗

人與民人一樣，自力更生，漸次在經濟上齊民化。然而，無奈事與願違，

清廷詔令甫下，旗人旋即痛哭流涕，群起抵抗。舉例而言，光緒三十三

年臘月，四川鑲藍旗滿洲頭甲佐領忠孝在清廷宣布裁停旗餉，要求八旗

歸農的命令後，竟當面痛斥佐領坐視旗民生計將絕，不伸以援手。隨後，

他便不聽協領廣善等人的勸解，大嘩而去，並四處揚言，稱旗民如欲圖

存，就必須各自設法。在忠孝的鼓譟之下，許多旗人氣沖沖地聚集在總

督衙門，甚至打傷出面阻止衝突的各協佐領，釀成了轟動一時的旗人「哄

署」事件。16鑒於此種壓力，很多駐防地區並未遵照諭令授田給旗丁，

僅設立一些農事講習所，借預備之名，敷衍了事。 

(二)興辦實業 

    興辦實業係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另一重要舉措，吏部文選司員外郎

胡潛曾建議清廷普遍旗人教育，令年幼者入蒙學堂，年長者分習工商實

業，以藉此謀生。17文耀等人也建議多設工廠及各種實業學堂，令年長

                                                      
15
 嘉道年間(1796-1850)八旗移墾伯都訥，以及光緒初年移墾呼蘭時，皆採取招民墾荒的辦法。

關於此辦法的討論，詳見第二章第三節「八旗生計的照顧」與第四章第二節「移旗屯田政策

的推行」。 
16
 〈護理四川總督趙豐巽等奏參辦煽惑滋事佐領兵丁摺〉，《政治官報》，第 132號，頁 7-9，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十日，摺奏類。 
17
 [清]胡潛，〈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胡潛化除滿漢畛域辦法八條呈〉，《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

(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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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學者入工廠習藝，年稚聰穎者入實業學堂研究，以厚植實力。18據此

可將清末的興辦實業分為開辦實業學堂與設立工廠兩方面來看。就實業

學堂而言，其種類包括：農業學校、測繪學校、法政學校、財政學堂、

武備學堂、蠶業學校以及工藝學校等，這類學堂吸引許多八旗子弟前往

就學，以謀求一技之長。19 

    就設立工廠來說，新政期間，各地駐防省份紛紛設立旗民工藝廠或

習藝所，招收旗人入廠，廣學手藝技術，掌握謀生本領，以達「務使八

旗子弟人人能各執一業，以為謀生自立之基」的目的。20舉例而言，光

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清廷在北京設立首善工藝廠，該廠分設於九處。

其中，西郊外火器營、健銳營、三旗精捷營等處曠地較多，故利用該營

校場內的空閒地基分設工藝廠七處，並另於內城東西兩城分設工藝廠兩

處。首善工藝廠的經費來源相當多元，包含：大清銀行存儲的十二萬餘

兩、北洋撥助的五萬五千兩、民政部所籌之銀一萬兩、各項常年經費的

支助以及各種募款。21首善工藝廠開辦多年，培養出一批具備一技之長

的八旗子弟，為旗人的自謀生路開創了有利的條件。另外，統治者還在

京師專門為八旗女子設立工藝廠，鼓勵旗人女子入廠學習，為貧困的八

旗婦女提供了一條自救的管道。22 

                                                      
18
 〈條陳融化滿漢策〉，《大公報》，第 1856號，頁 3a，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三日，代諭。 

19
 李德新，〈清末新政與八旗社會〉，頁 21。 

20
 〈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盛京副都統宗室多文奏創辦奉天八旗工藝廠摺〉，《政治官報》，第 537

號，頁 6，宣統元年三月初九日，摺奏類。 
21
 〈慶親王等奏開辦首善工藝廠情形摺〉，《政治官報》，第 337號，頁 6-7，光緒三十四年

九月初九日，摺奏類。 
22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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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壯為兵 

1.編入新軍 

    入關之後，八旗生計日益嚴重，新政時期將八旗編入新軍固然是為

了加強統治、抵禦外侮，但亦包含解決旗人生計問題的意味。當時，即

有大臣指出： 

    當此時事艱難，列強環伺，非練兵不足以立國，非練兵不足以

濟事。況八旗世僕尤為根本所關，近年生齒日繁，生計日蹙，

朝廷不惜重帑，飭令選練此項兵丁，原於整頓之中兼寓惠愛之

意。23 

由此可看出其安置旗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之用意相當明顯。為此，

滿洲統治者於光緒二十八年挑選京旗兵丁三千人，以備日後守衛京城，

並指派袁世凱為督練大臣，內閣大學士鐵良為全營翼長，所有營規軍

律悉照北洋常備軍法令辦理。而且，這次練兵共編步隊四營，馬隊一

營，炮隊一營，並將其定名為「京旗常備軍」。24 

    光緒二十九年，清廷成立練兵處，慶親王和袁世凱分任總理大臣

和會辦大臣，鐵良為幫辦大臣，並隨即擬定〈陸軍營制餉章〉，提出

全國編練三十六鎮常備陸軍的設想。三十三年，提出〈全國三十六鎮

按省分配限年編成方案〉，計畫以五年時間編成。自此以後，在京八

旗陸續改練新操，改編成新式軍隊，京旗常備軍即在新建陸軍中被編

列為第一鎮，採行募兵制，三年服役期滿退役。25 

    京旗編入新軍第一鎮之後，京城護衛改由第一鎮與第六鎮輪流值

                                                      
23
 〈京旗練兵大臣咨文〉，轉引自李德新，〈清末新政與八旗社會〉，頁 22。 

24
 [清]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收錄於楊家駱主編，《清光緒朝文獻彙編》(臺北：鼎文

書局，1979年)，頁 146，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 
25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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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為了建立一支保護皇室的勁旅，在載灃的奏議下，又決定編練禁

衛軍，為京城旗兵提供了另一條出路。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統治者

決定由載灃統率調遣，載濤、毓朗以及鐵良為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

分兩期訓練禁衛軍。第一期以第一鎮正副目兵為基礎，挑選京營八旗、

圓明園、健銳營以及火器營各旗兵入伍，其長官自管帶以下由第一鎮

軍官考取錄用；第二期挑選時，則是由各旗營與平昌駐防內選調。就

選拔標準而論，被選兵丁的年齡必須在十七到二十五歲之間，且須身

強力壯，全部選自旗營。究其原因，一是八旗官兵之中，不乏精壯且

生計困厄者；二是基於皇族安全的考量。再就薪餉來看，禁衛軍士兵

接受嚴格訓練，裝備一流，月餉八兩，比普通新軍士兵的月餉高出許

多。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宗室向不充兵，但此時為宗室生計考量，亦

出現挑取閒散宗室入伍的現象。26 

    至於駐防八旗，亦自光緒二十四年起，開始部分編入各省新軍。

舉例而言，直隸駐防各旗，從各營中挑選旗兵，分撥北洋常備軍各營

補額編伍，其中，保定旗兵 148 名，滄州旗兵 100 名，密雲旗兵 160

名，山海關旗兵 200 名，熱河旗兵 100 名。惟熱河旗兵經該都統奏明，

年滿回旗，不列常額。又如趙爾巽將荊州駐防旗兵中，年壯識字者，

一律編入湖北常備軍。再如光緒三十二年(1906)，吉林省開始編練新

軍步隊第一協，其兵丁即從該省十旗五城中的前鋒各軍挑選，官則選

自各旗協領、佐領、防禦、驍騎校以及世職各官。27 

2.編練警察 

    庚子事變之後，旗人糧餉斷絕數月，漸失衣食之資，瀕於貧困。此

                                                      
26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 775。 

27
 賈艷麗，〈清末旗人軍事改革與八旗生計〉，《滿族研究》，第 3期(瀋陽，2009)，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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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京師自編設警察，且以旗人為主要的招生對象。朝廷此舉安置了部

分八旗，時人即稱：「內城巡警皆旗人，生計賴以少蘇。」28巡警的來源

有二：其一，挑選閒散與不適合挑練新軍的精壯，如山海關即將不適合

編練新軍的精壯「咨送各就近之永平府所屬七州縣巡警營補額訓練」。29

其二，將應裁軍隊改練巡警，如成都駐防就將振威營改辦警察，負責巡

察街道以及保衛地方的工作。30 

    為了培養警官，清廷於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創設警務學堂，後改為高

等巡警學堂。為了解決八旗生計問題，該學堂同樣是以招收旗人為重點。
31警務學堂以日人川島浪速擔任學堂監督，招收學生近五百人，截至三

十三年為止，畢業生近三千人，內城的警官基本上就出自於該學堂。32 

    招收旗人為警察，不但改善了他們生計，也提高了他們的素質。毓

盈即認為「庚子以還，八旗生計幾絕」，但自從設置巡警，招受訓練八

旗子弟以來，旗人「漸化無用為有用」，並改變了舊有不良的習慣，「不

復平日"愛聽梨園歌管聲，不識刀槍與弓箭"之陋矣」。33儘管毓盈所說有

誇大之嫌，但朝廷將旗人編入巡警的舉措，或多或少改正了八旗舊有的

陋習，使其成為對社會有所助益的人才，而非只倚靠國家養贍的米蟲。 

(四)旗民交產禁令的廢除 

    咸豐二年(1852)，滿洲統治者為了杜絕欺隱與增加稅收，廢除了旗

                                                      
28
 [清]毓盈著，《述德筆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 107。 

29
 〈山海關副都統儒林奏請駐防旗兵分送常備巡警各營訓練摺〉，《政治官報》，第 137號，

頁 8，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摺奏類。 
30
 〈成都將軍綽等奏查閱振威營操法陣式教練新操片〉，《政治官報》，第 42號，頁 10-11，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摺奏類。 
31
 中見立夫，〈川島浪速と北京警務學堂．高等巡警學堂〉，《近きに在りて》，第 39期(東

京，2001)，頁 316-325。 
32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 780。 

33
 [清]毓盈著，《述德筆記》，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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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交產的禁令，但咸豐九年(1859)，朝廷旋即因升科無多的原因，下令

恢復禁止民人購買旗地的舊禁。同治二年(1863)，統治者又因旗人生計

維艱，再度廢止旗民交產的禁令。34自此以後一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

為止的這段時間，旗人與民人之土地、房屋的交易，是被朝廷所允許的。

然而，到了光緒十五年(1889)，滿洲皇帝卻基於旗人生計的考量，再度

規復旗民交產的禁令。35 

    降至光緒三十二年，關於旗民交產的法律又有了重大調整。是年，

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因大清律例的「戶律」與戶部則例的「旗民

交產門」中，關於旗民交產之規定不相互符合的原因，奏請變通旗民交

產舊制，悉照咸豐年間成案辦理，奏摺內稱： 

大清律例戶律典買田宅門內，有旗地、旗房不准民人典賣，及八旗

人員置買各省產業勒限變價歸旗等二條，與戶部則例旗民交產門內，

准旗戶民人互相買賣之例不符。從前刑部例文大致照戶部則例添纂，

咸豐年閒旗民准其交產，故同治年閒，戶部修改則例遂添纂旗民交

產各條，刑部條例未及修改，彼此參差。嗣光緒十五年，戶部奏規

復旗民不准交產舊制，而則例未經修改，故又不相符實，於八旗生

計無益。請嗣後旗人房地准與民人互相買賣，所有戶部則例旗民交

產門內各條仍一律遵用。至旗人之出外居住營生者，准其在各省隨

便置買產業，毋庸禁止。舊時刑部例文二條應即刪除，請飭部核議

施行。36 

                                                      
34
 詳見第三章第二節「旗民交產禁令的廢止」。 

35
 詳見第四章第四節「其他照顧生計的措施」。 

36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卷 9，〈田賦考九．八旗田

制四〉，頁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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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光緒皇帝下令交由度支部議奏。37度支部商議之後，認為沈家本

等人所請「係屬因時制宜」，故「擬照所奏辦理」，38光緒皇帝亦從之，

使旗民交產合法化。39至此，房產終於被納入開禁的範圍之中，與旗地

一樣准與民人相互買賣。再者，為營生而外出居住的旗人，亦被允許在

各省置買產業。至於戶部則例中「旗民交產」一條，仍一律遵用，並刪

除舊時刑部「旗地、旗房不准民人典賣」與「八旗人員置買各省產業勒

限變價歸旗」兩條例文。從此，這項規定未再改動，一直持續至清朝覆

滅。 

    值得注意是這次廢除旗民交產禁令，除了基於法律的現實考量之外，

尚與當時破除滿漢畛域的思潮有關。在此思潮的影響下，沈家本提出了

「便民生而化畛域」的改革對策，將財產自由與國家穩定連在一起討論。

沈氏認為「不准置買產業」，則沒有財產自由，若無財產自由，則「生

計全無，烏能自養？」而且，沈氏亦以為旗、民不准交產，即「顯分畛

域之一端」，故應及時變通，「未可拘牽舊制」。因此，他主張藉由市場

經濟交易的方式鼓勵旗民交產，希望達到「旗、民之贏絀有無，可以相

濟相通」，使「各有自養之路」，進而「便民生而化畛域，洵共保安全之

一策」。40旗民交產的禁令，旨在維護旗人的經濟地位，設法保持旗人的

產業，使其不被民人所占有。然而，降及清末，在消弭滿漢畛域浪潮的

影響下，為鞏固政權，清廷不得不放棄優先照顧八旗生計的原則，准許

旗民交產，使其各自養活自身；並允許在外省居住的旗人在各省置買產

業，致使旗人逐漸融入當地民人的經濟活動之中，在經濟上邁向齊民

                                                      
3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 312，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奉旨。 
38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 9，〈田賦考九．八旗田制四〉，頁 7580。 

39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584，頁 10a，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上甲子條。 

40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 1，〈變通旗民

交產舊制摺〉，頁 2033-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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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自咸豐二年廢除旗民交產禁令以來，這項禁令開了又禁，禁了又開，

惟東北地區一直未被列入開禁的範圍當中。按規定，東北地區的旗民交

產向來是不被允許的，41但這項禁令往往被視為具文，違禁案例層出不

窮。42不過，咸豐二年之順天、直隸地區旗地的開禁，對東北旗地產生

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光緒二十八年，吉林荒務總局所呈〈酌定清賦放荒

并旗地升科章程〉中說到：「自咸豐二年暨同治二年直隸旗地兩次奏明

開禁，凡民置旗產概令納稅升科，於是東三省旗產亦從而效尤，私自交

產，大半變為民產。」43嗣後，吉林、奉天、黑龍江三省地區旗民交產

的禁令逐漸鬆弛。就吉林省而言，光緒二十八年頒布〈旗地升科章呈〉，

規定： 

此次旗地一律升科，所有售與民戶之地，自應一併查明給照。……

今擬將民間典買旗地逐處查清，其已立買契者作為民地。僅立典契

者須分定年限，凡出典已滿三十年，典價已足，即作絕賣。……已

滿三十年，典價不足者，令民戶照現時賣價扣除典價，找給旗戶，

                                                      
41
 如雍正皇帝於雍正四年(1726)下令：盛京船廠等處開墾地畝，禁止旗民相互典買。([清]崑

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臺北：啟文出版社，1963年)，卷 1119，〈八

旗都統．田宅〉，頁 4a。) 
42
 舉例而言，道光六年(1826)七月，正黃旗漢軍季文平等人因「正用不足」，將祖業閣地一分、

房一處，出典與郭美名下居住耕種。(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滿洲舊慣調查報告．典的習慣》

(新京：大同印書館，1935年)附錄，頁 1。)又如道光十年(1830)十月，旗人桑朝先因「手中困

乏」，將祖先遺留的旗地三段三垧，典與王景春名下耕種為業。(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滿

洲舊慣調查報告．典的習慣》，頁 23。)再如咸豐元年(1851)三月，鑲黃旗滿洲閒散孫德純因「無

力耕種」，將祖遺旗地一分一段十日典與李忠國名下耕種為業。(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

《滿洲舊慣調查報告．典的習慣》附錄，頁 18。) 
43
 《吉林行省檔案》，1(6—1)-276。轉引自刁書仁，《東北旗地研究》(吉林：吉林文史出版

社，1993年)，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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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立賣契，不准再贖。44 

吉林地區旗民交產從此合法化。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月，盛京將軍趙

爾巽奏稱： 

奉省旗民不准交產，名為遵守定章，實滋流弊。請嗣後不分旗民，

得以互相買賣。惟更名稅契，旗冊仍歸旗署，民冊仍歸民署，均以

原冊為憑。至前此售買房地，飭令補稅更名，以昭一律。45 

第二年，趙爾巽即頒布〈整頓奉省旗民各地及三園試辦章程〉，開始向

典賣旗地者頒發「旗地戶管」，承認其買得旗地的土地所有權，顯示奉

天地區的旗民交產亦已合法化。46在黑龍江地區方面，光緒三十四年，

黑龍江省呼蘭府也頒布了〈老圈旗地稅契升科章程〉十五條，其主要內

容包括：(一)老圈旗荒而賣與民戶開闢者，應一律歸民戶升科，不再向

旗戶納「小租」。(二)老圈地之已兌賣及註明「永遠為業」字樣者，也歸

民戶一律升科。(三)老圈地典當與民者，其在光緒十八年清丈以前，契

內雖無「永遠為業」字據，而仍有限期，逾限未將典價交還者，應准民

戶升科，契內未定期限而又多年未贖者，應酌中定價，予限六個月勒贖，

逾限不贖仍歸民戶升科。(四)八旗老圈地光緒十八年時，民佃有暗將旗

地升科，造成一地二照者，每食租一斗，由民戶找給旗戶錢十吊，裁去

小租，將旗戶原照取銷，地歸民戶承領。47由此可見，呼蘭旗地經過升

科之後，大部分已經轉化為民地。 

                                                      
44
 《吉林行省檔案》，1(6—1)-276。轉引自烏廷玉、衣保中、陳玉峰、李帆，《清代滿洲土

地制度研究》(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 274-275。 
45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550，頁 6b，光緒三十一年十月癸卯條。 

46
 烏廷玉、衣保中、陳玉峰、李帆，《清代滿洲土地制度研究》，頁 275。 

47
 《黑龍江檔案局檔案》22—1—78。轉引自烏廷玉、衣保中、陳玉峰、李帆，《清代滿洲土

地制度研究》，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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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效 

    上述種種舉措皆以謀求旗人自食其力為目的，然推行效果並不如預

期，究其原因，大致可歸納成下列幾點：第一、統治者所控制的旗地本

來就不敷分配，後又因籌畫旗人生計而大量售予民人，成為民田，使旗

地的數量更為稀少。而且，購地授田之策亦不可行。因為民田本已不敷

耕種，在此情形下，更遑論向民人購買大量的土地來安置旗人。第二、

就經費問題來看，降及清末，政府財政極度匱乏，實無法籌措巨額資金

來購買土地；亦只能投入少量經費於設廠辦學上，致使僅有少量的旗丁

能接受實業教育，得到工作、學習的機會。 

    第三、大部份的旗人長期以來仰靠糧餉維生，依賴朝廷豢養，過慣

了舒適安樂的日子。現在要求他們自食其力，對其而言，實為一大難題，

且在心裡上亦難以接受。對此，《申報》有以下報導：「自計口授田之詔

下，頗聞各省駐防旗民竟有痛哭流涕，群謀抵抗，不諒朝廷之苦心者。」

該報也將這種現象歸因於八旗子弟「食安、好逸，業已習為固然」。48再

者，許多旗人長期未親身耕種，且農業生產的知識與技術亦相當生疏，

在此條件下要求他們下田耕作，無疑是難上加難。第四、計口授田無法

徹底解決八旗生計問題，荊州駐防將軍即認為：「計口授田勢難普及，

即使一夫百畝，力田皆屬上農，而其家之子、婦、丁、男大屬歲分餘粒，

與坐食民糧何異？」49由此可知，僅對旗兵授田，則剩下的大批閑散、

鰥寡孤獨以及老弱婦女的生計問題依然得不到解決，仍然需要仰賴國家

的供養。 

    第五、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許多旗人對新職業存有疑慮，不願嘗試。

                                                      
48
 〈論旗人生計極宜另籌善法〉，《申報》(上海：上海書店，2008年)，第 12472號，第 2~3

版，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論說。 
49
 〈荊州將軍恩存湖廣總督趙爾巽奏借撥款項籌辦荊州駐防工藝廠摺〉，《政治官報》，第 190

號，頁 4，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奏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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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警察為例，對八旗子弟來說，警察畢竟是一種新職業，所以有些旗人

對此產生反感。例如：有旗人某甲被旗營強迫送去參加巡警挑選，為了

不被選取，到了挑取的日期，他竟然故意穿著一件破爛的大棉襖，頭髮

留了二指多長，還抹了一臉泥；而且，腳下只穿著兩只破鞋，假裝走不

動，甚至裝神弄鬼。最後，他終於如願以償，未被選上。50 

    大體而言，儘管滿洲統治者致力於替八旗子弟謀求生路，亦有一部

分的旗人至清末已開始務農經商，自謀生計，但大多數的旗人仍然不願

擺脫對國家的依賴。此原因在於對他們來說，兩百多年來形成的生活方

式，早已積重難返，不是幾道行政命令就可以改變的；更何況旗人早已

養成不事生產的習慣，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有所扭轉。不過，朝廷的改革

並非毫無成效。事實上，東三省的旗人自謀生計便頗為成功。此原因在

於東北地區地廣人稀，且很多東三省的旗人一直以來即以農耕、狩獵、

牧業或伐木等為生，並不完全依賴國家的養贍。再者，該地區設立八旗

興業銀行、撥地養贍八旗官兵、設立八旗實業學堂、八旗工藝所、八旗

女工傳習所、八旗女工廠、八旗蠶桑實業廠、八旗農耕講習所、陸防征

軍、修築鐵公路等機構來解決旗人生計問題，不少東三省的旗人在民國

建立之初即能自食其力，脫離國家的豢養。51 

    綜上所述，清末，滿洲統治者讓旗人計口授田，逐步歸農，其用意

在於裁撤駐防，取消旗餉，並將旗人編入民籍，使旗人齊民化。然而，

欲達成前述目的，卻會面臨許多困難，其中最大的問題便是八旗生計問

題。因此，籌畫旗人生計已勢在必行，其舉措甚多，包括屯田移墾、廢

除旗籍改歸民籍、裁去旗餉、興辦實業、選壯為兵、廢除旗民交產禁令

等。惟無論何種措施，皆是以力求旗人自食其力為目的，為生活日形困

                                                      
50
 〈怕挑巡警裝鬼〉，《正宗愛國報》(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 120期，第 3版。轉

引自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 780-781。 
51
 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頁 38-40。 



第五章  清末時期的旗務改革(1894—1911) ．285． 

 
 

頓的八旗子弟另辟生途。不過，許多八旗子弟對朝廷的這番用心並不領

情，在執行過程中，盡可能的予以抵制。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在於對大部分的旗人而言，他們長期以來仰靠

糧餉維生，過慣了舒適安逸的日子，對新職業存有疑慮，不願意且沒有

能力做太大的嘗試與改變，故要求他們自食其力，實有其困難度。而且，

許多旗人長期未親身耕種，農業生產的知識與技術皆相當生疏，在此條

件下要求他們下田耕作，無疑是難上加難。換言之，八旗社會兩百多年

來形成的生活方式，早已積重難返，不是幾道行政命令就可以改變的；

更何況旗人早已養成不事生產的習慣，這種現象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有所

扭轉。其次，降及清末，政府財政極度匱乏，實無法籌措巨額經費投注

於購買土地以及設廠辦學上，致使僅有少數的旗丁能靠耕作自力更生，

或接受實業教育，得到工作與學習的機會。再次，計口授田無法徹底解

決八旗生計問題，因為授田的對象僅限於披甲當差的旗兵，剩下的大批

閑散、鰥寡孤獨以及老弱婦女的生計問題依然得不到解決，仍然需要仰

賴國家的供養。況且，滿洲統治者所控制的旗地本來就已經不敷分配，

加上民田本亦已不敷耕種，實無法向民人購買大量的土地來安置旗人，

所以清廷並無足夠數量的土地分給旗人耕種。 

    籌畫旗人生計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培養與要求八旗子弟自謀生路，自

力更生，脫離朝廷的養贍，以緩和國家財政危機。透過取消旗人在經濟

上的特殊權利，不再給予其保護與優厚待遇，要求他們與民人一樣，自

食其力。朝廷此舉拉近了旗人與民人之間的距離，使八旗子弟在經濟上

加速走向齊民化的道路。不過，直至清朝政權的瓦解，統治者並未明確

下令廢除旗籍與裁去旗餉，亦未將大批旗人編入民籍。職是之故，八旗

組織在名義上仍然存在。民國建立之後，針對八旗訂定〈優待條件〉，

此為八旗組織得以繼續延續下去的法律依據；一直到民國十七(1928)年，

國民黨占領北京推翻北洋政府後，否定〈優待條件〉，八旗組織才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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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亡。52 

第二節  改革八旗教育 

    滿洲統治者相當重視宗室與八旗子弟嫻熟「國語騎射」的本習，除

了要求他們能讀書識字之外，更欲其「清、漢兼優，精通繙譯」，以達

「可任職事」之目的。53因此，統治者設立許多八旗學校，藉以保存滿

洲文化傳統，並培養、造就八旗的統治人才。各類旗學在順治與康熙兩

朝大體形成，包括：仿照中國傳統國子監的八旗官學、教育宗室覺羅子

弟的宗學與覺羅學、教導八旗幼童的八旗義學、招收內務府三旗幼童的

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以及設置於內務府與駐防地區的八旗官學，如

此再輔以私學和自學，便構成了一套八旗教育體系。 

    不過，這種傳統的八旗教育體系在清中期以後發生了重大轉變。同

治元年(1862)，統治者在急需外語、外交人才以及政治上的猜疑、防範

二重考量之下，成立京師同文館，內設法、英、俄三館，只招收八旗子

弟入學。54爾後，在戊戌變法期間，設置京師大學堂，標榜「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但從其所設置的語言文學、專門學等課程來看，西學已成

為該學堂的主要課程。降至清末新政時期，清廷制訂〈奏定學堂章程〉，

於改革一般民人教育制度的同時，亦針對八旗教育進行諸多調整，設立

八旗新式學堂，派遣旗人留學生出國進修，甚至將漢文視為「國文」，

納入旗學的必修科目之中，從而改變了「國語騎射」的傳統教育，促使

八旗教育逐漸走向近代化與齊民化。 

                                                      
52
 佟佳江，〈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時間新議〉，《民族研究》，第 5期(北京，1994)，頁 108。 

53
 [清]鄂爾泰等纂，《八旗通志初集》(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卷 47，〈學校志二．國

子監八旗官學〉，頁 7a。 
54
 關於京師同文館的討論，詳見第三章第三節「京師同文館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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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式學堂的開設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滿洲統治者下令各省、府、州、縣，將書院改

設大、中、小學堂。55翌年，便將這股教育改革之風吹向八旗學校，開

始設立八旗新式學堂，一改「清語騎射」的滿洲教育傳統。這些八旗新

式學堂的種類大致包含以下幾種： 

1.八旗蒙學堂、小學堂、中學堂以及高等學堂 

光緒二十八年，朝廷有鑒於「宗室學及覺羅學教習、學生恒不到館，

虛應故事，八旗官學於中西根柢之學，亦少講求」的情況，故將宗學與

覺羅學改設中小學堂，歸入京師大學堂辦理。56與此同時，西安、福州、

江寧以及荊州等地的駐防亦設立了中學堂、小學堂與蒙學堂。除了初等

與中等教育之外，滿洲統治者亦致力於八旗高等教育的發展，設立了八

旗高等學堂與滿蒙文高等學堂，從而建構一套自蒙學堂一直到高等學堂

的八旗教育體制。57茲將各省興辦八旗蒙學堂、小學堂、中學堂以及高

等學堂的情形整理如下： 

表 5-2- 1  各省興辦八旗蒙學堂、小學堂、中學堂以及高等學堂情形

一覽表 

省份 學堂名稱 資料來源 
北京 1.為宗室覺羅而設： 

宗室覺羅八旗第一高等小學堂、宗室覺羅八旗第二高

等小學堂、宗室覺羅八旗第三高等小學堂、宗室覺羅

八旗第四高等小學堂、宗室覺羅八旗第五高等小學

堂、宗室覺羅八旗第六高等小學堂、宗室覺羅八旗左

翼中學堂、宗室覺羅八旗右翼中學堂、宗室覺羅八旗

高等學堂、貴冑法政學堂。 

1.〈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宗室寶熙

奏開貴冑法政學堂摺附片〉，《政治官

報》，第 24 號，頁 517，光緒三十二

年十一月，摺奏類。 

2.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

摺包〉，文獻編號 182706，〈奏毓朗等

摺續擬貴冑法政學堂章程由〉，宣統

                                                      
55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諭政務處將袁世凱所奏山東學堂事宜及試辦章程通行各省仿照舉

辦〉，《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 6。 
56
 鄧實輯，《光緒壬寅(廿八)政藝叢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頁 31。 

57
 李德新，〈清末新政與八旗社會〉，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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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立： 

左翼八旗第一初等小學堂、左翼八旗第二初等小學

堂、左翼八旗第三初等小學堂、左翼八旗第四初等小

學堂、左翼八旗第五初等小學堂、左翼八旗第六初等

小學堂、左翼八旗第七初等小學堂、左翼八旗第八初

等小學堂、右翼八旗第一初等小學堂、右翼八旗第二

初等小學堂、右翼八旗第三初等小學堂、右翼八旗第

四初等小學堂、右翼八旗第五初等小學堂、右翼八旗

第六初等小學堂、右翼八旗第七初等小學堂、右翼八

旗第八初等小學堂、內務府三旗第一初等小學堂、內

務府三旗第二初等小學堂、內務府三旗第三初等小學

堂、內務府三旗第四初等小學堂、內務府三旗第五初

等小學堂、內務府三旗第六初等小學堂、建銳營第一

初等小學堂、建銳營第二初等小學堂、建銳營三初等

小學堂、建銳營第四初等小學堂、建銳營第五初等小

學堂、建銳營第六初等小學堂、建銳營第七初等小學

堂、建銳營第八初等小學堂、鑲藍旗滿洲官立初等小

學堂、八旗第一高等小學堂、八旗第二高等小學堂、

八旗第三高等小學堂、八旗第四高等小學堂、八旗第

五高等小學堂、八旗第六高等小學堂、八旗第七高等

小學堂、八旗第八高等小學堂、內務府三旗高等小學

堂、建銳營高等小學堂。 

3.公立： 

外火器營第一初等小學堂、外火器營第二初等小學

堂、外火器營第三初等小學堂、外火器營第四初等小

學堂、外火器營第五初等小學堂、外火器營第六初等

小學堂、外火器營第七初等小學堂、外火器營第八初

等小學堂、圓明園八旗初等小學堂、鑲白旗滿洲初等

小學堂、三山八旗初等小學堂、外火器營高等小學堂、

圓明園八旗公立高等小學堂、正紅旗滿洲公立兩等小

學堂、鑲紅旗滿洲公立兩等小學堂、鑲藍旗滿洲公立

兩等小學堂、、鑲藍旗漢軍初等小學堂、正白旗滿洲

兩等小學堂、正黃旗蒙古兩等小學堂、建銳營兩等小

學堂。 

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3.〈京師官立師範中小各學堂一覽

表〉，《學部官報》(臺北：國立故宮博

物院，1980 年)，第 8 期，頁 41-45，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京外學

務報告。 

4.〈京師督學局一覽表〉，《學部官

報》，第 32 期，頁 251-261，光緒三十

三年八月初一日，京外學務報告。 

5.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檔案史料》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年)，頁

1-71。 

直隸 旗奉吉江兩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堂、識字小學堂、高

等學堂、半日學堂、清文學堂、漢文學堂、清漢蒙養

學堂。 

1.〈咨覆直督旗奉吉江公立學堂准予

立案以後招生應無分省界文〉，《學部

官報》，第 94 期，頁 718，宣統元年

六月十一日，文牘。 

2.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

摺包〉，文獻編號 167392，〈奏為山海

關旗營議設學堂所暨開學日期由〉，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3.〈山海關副都統儒林奏請將禁煙經

費移作高等小學的款摺〉，《政治官

報》，第 780 號，頁 516，宣統元年十

一月，摺奏類。 

4.〈瀛貝勒等奏創辦清漢蒙養學堂大

概情形摺併單〉，《政治官報》，第 189

號，頁 417，光緒三十四年四月，摺

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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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 八旗奉直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附設陸軍小學預

備科)。 

※備註 

青州旗營原本即有小學堂一處，且內附武備學堂。光

緒三十一年，青州副都統文瑞奏請添設初等小學堂，

至三十四年三月，再將新設的初等小學堂改為高等小

學堂，而原有的小學堂與武備學堂則擴充為中學堂。 

1.〈奏派調查山東學務委員報告書〉，

《學部官報》，第 55 期，頁 780-781，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京外學務

報告。 

2.〈青州副都統文瑞署山東巡撫吳廷

斌等奏遵旨會籌旗民生計摺〉，《政治

官報》，第 177 號，頁 618，光緒三十

四年三月，摺奏類。 

河南 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 

※備註 

河南八旗駐防原本即設有小學堂一處、滿漢文蒙學堂

二處，光緒三十四年四月，河南巡撫林紹年奏請添設

初等小學堂，並將原有的小學堂擴充為中學堂，且把

滿漢文蒙學堂改為高等小學堂。 

〈河南巡撫林紹年奏籌旗丁生計

摺〉，《政治官報》，第 210 號，頁

12-13，光緒三十四年四月，摺奏類。 

山西 隨營小學堂。 〈咨山西巡撫改訂右衛城守尉隨營

小學堂附設清文專齋課程科目並將

學額年限按照本部通行一覽表格詳

細報部文〉，《學部官報》，第 101 期，

頁 213，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本

部章奏。 

陝西 蒙養學堂、繙譯學堂、清文學堂。 〈奏西安清文學堂應仿照京旗辦法

等摺〉，《學部官報》，第 101 期，頁

213，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本部

章奏。 

甘肅 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 1.〈涼州副都統玉崑奏涼防籌辦新政

動用銀數彙報摺〉，《政治官報》，第

212 號，頁 13-14，光緒三十四年五月，

摺奏類。 

2.〈涼州副都統恩志奏整頓涼防軍營

學務並籌設工藝廠摺〉，《政治官

報》，第 1068 號，頁 81，宣統二年九

月，摺奏類。 

江蘇 小學堂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

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

年)，頁 576，〈崇善等又飭江京兩防

各設學堂片〉，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

初一日。 

浙江 初級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八旗武備學堂。 〈杭州將軍兼署浙江巡撫瑞興奏改

良滿營學制並添設省城學堂摺〉，《學

部官報》，第 2 期，頁 16-17，光緒三

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彙錄京外奏稿。 

湖北 中小蒙養學堂、蒙學堂、小學堂、中學堂。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

摺包〉，文獻編號 159117，〈奏為荊縣

駐防八旗子弟設立工藝方言學堂各

一所需費擬在銅幣盈餘項下開支〉，

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三日。 

四川 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 〈四川將軍綽都統蘇奏成都駐防改

辦初等小學堂摺〉，《學部官報》，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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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頁 6-7，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

一日，京外奏稿。 

福建 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 

※備註 

福州駐防原有三所八旗學堂，分別為練軍隨營學堂(又

稱學兵營)、八旗中學堂、八旗公立兩等學堂。其中，

八旗公立兩等學堂因其程度僅符合初等小學堂，且經

費無多，故於光緒三十四年改為初等小學堂。 

〈福州將軍僕壽等奏福州駐防遵設

蒙小學堂及研究所摺〉，《政治官

報》，第 320 號，頁 81，光緒三十四

年八月，摺奏類。 

廣東 滿洲八旗清書義學中館、漢軍八旗清書義學中館、滿

漢各旗清書小館、滿漢中學堂、滿洲小學堂、漢軍小

學堂、蒙養學堂。 

※備註 

廣州駐防原本尚設有漢書明達書院、滿洲八旗漢書義

學中館、漢軍八旗漢書義學中館、滿漢各旗漢書小館，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廣州將軍壽蔭等人決定將漢書

明達書院改為滿漢中學堂，滿洲八旗漢書義學中館改

為滿洲小學堂，漢軍八旗漢書義學中館改為漢軍小學

堂，滿漢各旗漢書小館改為蒙養學堂。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軍機處檔．月

摺包〉，文獻編號 152178，〈奏壽蔭等

廣州駐防書院義學改學堂由〉，光緒

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熱河 初級蒙學堂、初級小學堂、滿蒙文義學堂、識字學堂、

兩等小學堂。 

※備註 

在乾隆、嘉慶兩朝，熱河駐防就設有滿文義學、蒙文

義學以及漢文義學。降至光緒三十一年，熱河都統松

壽添設高等小學堂與識字學堂，並將原有的漢文義學

改為蒙學堂。同年十一月，新任熱河都統廷杰認為高

等小學堂程度未及，所以將其改為初級蒙學堂；與此

同時，廷杰亦將熱河駐防學堂擴充為初級小學堂、蒙

學堂、識字學堂、滿蒙文義學堂。其中，初級小學堂

後來又改為兩等小學堂。 

1.〈熱河都統廷杰奏旗營各學堂擴充

改良辦法摺〉，《政治官報》，第 339

號，頁 719，光緒三十四年九月，摺

奏類。 

2.〈熱河都統廷杰奏高等初等小學堂

成立擬於蒙荒撥給學田摺〉，《學部官

報》，第 110 期，頁 1-2，宣統元年十

二月初一日，京外奏牘。 

寧夏 兩翼蒙學堂、滿漢義學、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

高等學堂、清文學堂。 

〈寧夏將軍台布等奏酌改學堂程度

摺〉，《學部官報》，第 93 期，頁 1，

宣統元年六月初一日，京外奏稿。 

新疆 養正學堂、兩等小學堂。 〈伊犁將軍廣福奏改辦伊犁駐防兩

等小學堂情形片〉，《政治官報》，第

1195 號，頁 819，宣統三年二月，摺

奏類。 

奉天 八旗公立兩等小學堂、八旗官立兩等小學堂、八旗滿

洲小學堂、八旗蒙古小學堂、八旗漢軍小學堂、內務

府三旗小學堂。 

1.房手志主編，《新濱滿族自治縣志》

(瀋陽：遼瀋書社，1993 年)，頁 481。 

2.李毅纂修，《開原縣志》(臺北：成

文出版社，1974 年)，卷 6，頁 30。 

3.[清]徐世昌，《東三省政略》(臺北：

文海出版社，1965 年)，卷 8，〈紀統

一小學〉，頁 36。 

吉林 滿蒙中學堂、吉林十旗兩等小學堂、吉林滿蒙小學堂、

吉林滿蒙中學堂、烏拉初等蒙小學堂、烏拉高等小學

堂、滿蒙兩等小學堂、二旗公立初等小學堂、師範學

堂、女子師範學堂。 

陶增駢主編，《東北民族教育史》(瀋

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37-344。 

黑龍江 滿蒙初等小學堂、旗營初等小學堂、鑲白初等小學堂、

正白初等小學堂、鑲紅初等小學堂、鑲藍初等小學堂、

正藍初等小學堂、履新初等小學堂、烏珠初等小學堂、

謝嵐、李作恒主編，《黑龍江省教育

史資料選編》(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

版社，1988 年)，頁 168、48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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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初等小學堂、和禮初等小學堂、卓爾初等小學堂、

博能初等小學堂、特科初等小學堂、謨鼎初等小學堂、

布西兩等小學堂、滿蒙師範學堂。 

    由上表可知，清末八旗學堂種類繁多，大體而言，滿洲統治者規畫

八旗學制時，有其一套循序漸進的道理，意即八旗子弟自蒙學堂、蒙養

學堂畢業後，升入初等小學堂就讀，初等小學堂畢業之後，升入高等小

學堂；高等小學堂畢業之後，即升入中學堂就讀，待自中學堂畢業之後，

再升入高等學堂。58以此再輔以貴冑法政學堂、師範學堂、清文學堂、

識字小學堂、漢文學堂、滿蒙文義學堂、繙譯學堂、八旗武備學堂、滿

洲八旗清書義學中館、漢軍八旗清書義學中館、滿漢各旗清書小館等具

有專門知識的各類學堂，便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八旗教育體系。 

    其次，由上表亦可看出晚清的八旗學堂有官立、公立與私立之分，

事實上，這三者之間最主要的差別在於辦學經費來源的不同。由府、州、

縣及著名大鎮以官費為主而籌辦的學堂稱做官立學堂；由城、 鎮鄉、 村

用公款設立或士紳集資設立者稱為公立；由個人出資創辦的學堂則為私

立學堂。59換言之，由國家出錢者為官立，由一群人一起集資出錢者為

公立，由單人出資興辦者為私立。 

    再次，在眾多學堂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吉林省的伊通州二旗公立初

等小學堂，該學堂設立於光緒三十四年，共分為甲、乙兩班。甲班的授

課內容包括：修身、講經、讀經、國文、算術、地理、格致、歷史、體

操等等；乙班的授課內容則包含：修身、算術、體操、國文等項目。60伊

通州二旗公立初等小學堂的特別之處在於該學堂在創設之時，即已不分

                                                      
58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 103，〈學校考十．學堂〉，頁 8613。 

59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民國篇（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學

校通則〉，頁 404。 
60
 〈伊通州學堂報告表〉，《吉林教育官報》(吉林：官書印刷局，1910年)，第 76期，頁

243a-243b，宣統二年十一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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畛域，無論旗籍或民籍一律招考。換言之，不論滿漢子弟，凡具有相當

程度者，皆准其入學。61由此觀之，清末在辦學時已逐漸不分旗民畛域，

促使八旗教育逐漸朝向齊民化邁進。 

    不過，這些新式學堂中，仍有一些學堂相當重視滿語文教育，諸如：

直隸、陝西、寧夏等駐防地區設有清文學堂；而山西的隨營小學堂內附

設清文專齋一所，挑選考試合格且有意願讀清書的八旗子弟入齋學習清

文。62顯示在旗人齊民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著阻力，但已是少數。 

2.八旗女學堂 

江寧、京口駐防地區設有八旗女學堂，然只要提到八旗女學，便不

得不提及惠興所興辦的貞文女學校。瓜爾佳惠興為鑲藍旗滿洲已故附生

吉山之妻，曾於光緒三十年(1904)前赴杭州的東平巷女學堂報名入學，

但該校卻因她的旗人身分，認為非我族類，故屏棄不納。惠興憤慨該校

「不收旗女之議」，遂發願創辦貞文女學校。63貞文女學校於同年六月二

十六日正式成立，於九月十六日開校。惠興在學校正式成立當日，當著

眾人面前用刀割下手臂之肉一塊，並發誓說到：「今日為杭州旗城女學

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為紀念。如此校關閉，我必以身殉死。」64然而，

由於經費匱乏，學校難以繼續維持下去，為了引起朝廷的對八旗女學的

重視，惠興遂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服毒自盡，享年三十五

                                                      
61
 〈批伊通二旗學堂校外監督旗務承辦處提調呈請該堂滿六學期之甲班生明年改升高等小學

由〉，《吉林教育官報》，第 70期，頁 160b，宣統二年九月，文牘二。 
62
 〈咨山西巡撫改訂右衛城守尉隨營小學堂附設清文專齋課程科目並將學額年限按照本部通行

一覽表格詳細報部文〉，《學部官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年)，第 101期，頁

213，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本部章奏。 
63
 [清]中權居士，〈《惠興女學報》發刊辭〉，《惠興女學報》，第 1期(杭州，1908)。轉引

自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 231。 
64
 〈惠興女士為女學犧牲〉，《申報》，第 11749號，第 9版，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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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惠興殉學對社會造成了不小的影響，首先，振興了八旗教育。惠興

殉學之後，恩華於《惠興女學報》發表〈八旗留東學生公啟〉一文，不

僅呼籲上層統治者實力推行八旗教育，更寄望旗人全體自覺自省，該文

指出： 

    我八旗之人，自今以後，勿視學堂為分外事，當視學堂為分內事，

勿以學堂為出身之途，當以學堂為求生之地。……八旗者，八旗人

所有之八旗也；學堂者，八旗人所有之學堂也，非一二人辦學堂人

之學堂也。負義務者八旗，享權利者亦當我八旗；承繼其名者八旗，

劾核實效者亦當我八旗。65 

同時，恩華亦點出惠興為八旗女學殉死的意義在於「上自王公大臣，下

自男婦老幼，無不以學堂為急務，則惠氏雖辦一杭防女學不遂者，直不

啻辦天下各防男女學堂矣」。66其次，惠興殉學調合了滿漢分界。杭州駐

防正白旗人貴林於惠興殉學的周年紀念會演講時，特別盛讚貞文女學校

「雖因漢城某女校出排滿之悖論，而感奮興起以營之，然其校章則不拘

滿漢之女，皆可入校」。67而且，《順天時報》的記者楊廷書亦將追悼惠

興一事提升至民族融合的層次，他呼籲： 

    知有惠興女杰，不知有滿漢；爭拜惠興女杰，不暇分滿漢。追悼惠

興女杰為興學死，便蓬蓬勃勃發起合群的思想；追悼惠興女杰為愛

                                                      
65
 [清]恩華，〈八旗留東學生公啟〉，《惠興女學報》，第 2、3期(杭州，1908)。轉引自夏

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240。 
66
 [清]恩華，〈八旗留東學生公啟〉，《惠興女學報》，第 2、3期(杭州，1908)。轉引自夏

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240。 
67
 [清]貴林，〈惠興女士殉學周年紀念會演說〉，《惠興女學報》，第 3期(杭州，1908)。轉

引自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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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死，便炎炎烈烈發起保種的熱誠。意在合群，滿漢是大群，還分

什麼滿和漢呀？意在保種，滿漢是同種，還分什麼滿和漢呀？群越

大，勢越厚，志士且要合東亞大群，還分什麼滿和漢呀？種越強，

力越厚，志士且要保全亞同種，還分什麼滿和漢呀？所以這樣說來，

學界報界，開會追悼惠興女杰，實在是調和滿漢界限的大助動力。
68 

惠興受漢人排滿刺激而創辦八旗女學校，然其校章卻不拘滿漢之女，凡

願讀書者，皆准其入校就讀。影響所及，滿漢之間的隔閡日趨消弭，加

速了八旗子弟齊民化的進程。再次，惠興殉學也為爭取女子教育的合法

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成為促使清廷儘快承認女學的一股直接動力。

此後，民間興辦女學的數量激增，女學堂風氣大開，各地遍設，學部亦

因此妥訂章程，俾資遵守。69 

3.八旗軍事學堂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滿洲統治者決定建立以培養八旗新式軍官為宗

旨的武備學堂，於該年便設置綏遠城武備學堂；二十八年在江寧設隨營

武備學堂；二十九年(1903)於伊犁設立伊犁惠遠武備學堂，專門招收滿

族青年。70其次，清廷還設立了陸軍中、小學堂。光緒三十年八月，練

兵處訂立〈陸軍學堂辦法〉，認為陸軍小學堂為武備之根本，無論京師、

行省或各駐防地區均當設立，因而針對陸軍學堂的學制、規模訂定了詳

細的規劃。71三十一年正月，又制定〈陸軍小學堂章程〉，規定：荊州、

                                                      
68
 〈申論學界報界開會追悼惠興女杰為調和滿漢界限助動力〉，《順天時報》(南京：鳳凰出

版社，2011年)，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轉引自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246。 
69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251-252。 

70
 楊逢春，《伊犁辛亥革命見聞錄》(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 3。 

7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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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察哈爾三處駐防，各於將軍、都統駐城設立陸軍小學堂一所，歸

該駐防將軍、都統籌辦。各堂學生均定額九十名，由本堂監督按格考收

本駐防子弟，由各佐領按格送考，其他駐防子弟則升入所屬各省的陸軍

小學堂就讀。72光緒三十三年，清廷接著制定〈陸軍中學堂章程〉，規定

在北京、南京、武昌以及西安等處設立四所陸軍中學堂，招收各省及駐

防旗營陸軍小學堂畢業生。73再次，滿洲皇帝還先後在北京開辦了專為

王公大臣子弟而設的貴冑學堂以及陸軍測繪學堂。74這些八旗軍事學堂

的設置，使八旗軍事教育更為普及，有助於旗人在軍事方面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新式的八旗學堂有一共同而顯著的特點，即在

管理體制以及教學內容上，與漢族普通中小學大致相同。統治者於光緒

二十八年便規定各八旗新式學堂「一切辦法及各項課程應按照大學堂奏

定中小學堂章程辦理，以昭畫一」。75舉例而言，奉天八旗中學的一般教

學科目和其他學校相同，唯外文一科以滿蒙文代替；76而山東省城八旗

奉直學堂所設的中學班、高等小學班、初等班甚至連滿蒙文的課程都不

開了。77八旗新式學堂在管理體制與教學內容方面逐漸與民人齊一，顯

示到了清末，旗人的齊民化已從先前的經濟、文化層面，擴充至教育方

面，範圍愈加廣大。 

                                                                                                                                       
1978年)，頁 310。 

7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313。 

7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316。 

74
 除了上述新式學堂之外，滿洲統治者還將廣設學校看作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重要手段，專

為八旗設立了一批實業學堂。關於這部分的討論，詳見第五章第一節「籌畫旗人生計」。 
75
 鄧實輯，《光緒壬寅(廿八)政藝叢書》，頁 362。 

76
 高風，《奉天八旗中學概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63年)，頁 150。 

77
 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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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逐漸劃一 

    甲午戰敗後，消弭滿漢畛域的聲浪日益高漲。78既然要消弭滿漢畛

域，語言文字亦應納入旗民劃一的範圍，而新式學堂所開設的語言科目

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光緒三十三年七、八月期間，有不少知識份子對

此問題提出建言。湖南舉人李蔚然建議革清語，從漢文，因為他認為清

語清文，「即隸在旗籍者，亦未必人人諳習，久為具文，無關宏旨，徒

於國人耳目中，懸一滿漢分界之跡」。79文耀等則建議統一漢蒙回藏之語

言，並奏請多設學堂，且以北京官話以及漢文為主。如此一來，十年之

後，雖然藩服及各省之言語不能全行化合，亦可漸期一致。80 

    對於這些建言，滿洲統治者採納了部分建議。在新政期間，滿洲皇

帝將漢文視為「國文」，劃一語言，一改清文為「國家根本」的傳統，

這可從新式學堂所開設的語言科目中一窺端倪。而且，這部分亦為前人

研究尚未觸及的地方。關於新式學堂的語言科目，《學部官報》有詳細

的記載，茲整理如下： 

表 5-2- 2  新式學堂語言學習科目一覽表 

學校種類 語文學習科目 學堂設立日期 備註 資料來源 
大學堂 設有滿蒙文學門  1.之前大學堂課

程中，將滿蒙文

字僅註於地理

學門中國方言

之下。後將滿蒙

文學門列於中

國文學之前。 

2.大學堂於光緒

三十三年五月

初六日奉旨開

設滿文課程。 

《學部官報》，第 23 期，頁

468，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

一日。 

一般小學堂 國文 保定公立第一兩等小 國文一科的教 同上，第 19 期，頁 402，光

                                                      
78
 關於消弭滿漢畛域的討論，詳見第五章第三節「化除滿漢畛域」。 

79
 [清]李蔚然，〈舉人李蔚然陳化除滿漢界限之策以立憲為至善之法呈〉，《清末籌備立憲檔

案史料》，頁 954。 
80
 〈條陳融化滿漢策〉，《大公報》，第 1854號，頁 3a，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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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保定

公立第一兩

等小學堂、

天津中學

堂、北洋客

籍學堂) 

學堂--光緒三十一年

正月。 

天津中學堂--光緒二

十九年正月。 

北洋客籍學堂--光緒

三十一年九月。 

員為「漢文教

員」。 

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

日；第 20 期，頁 413、415，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一日。 

京師滿蒙文

高等學堂 

滿蒙文高等科：滿

文、蒙文、蒙語、

俄文。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  同上，第 122 期，頁 256，

宣統二年五月初一日。 

藏文高等科：藏

文、藏語、英文。 

京師滿蒙文

中學堂 

滿蒙文中學科：滿

蒙語文、中國文

學。 

  同上，第 122 期，頁

256-257，宣統二年五月初一

日。 

藏文中學科：藏文

藏語、中國文學。 

 

八旗高等小

學堂(官立) 

國文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 八旗第三高等

小學堂與第六

高等小學堂

中，同時教授國

文、滿蒙文。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左翼八旗初

等小學堂(官

立) 

國文 光緒三十年十月~三

十一年五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右翼八旗初

等小學堂(官

立) 

國文 光緒三十年十月~三

十一年二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內務府三旗

高等小學堂

(官立) 

國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內務府三旗

初等小學堂

(官立) 

國文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健銳營高等

小學堂(官

立) 

國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健銳營初等

小學堂(官

立) 

國文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公立八旗中

學堂(公立) 

國文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外火器營高

等小學堂(公

立) 

國文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外火器營初

等小學堂(公

國文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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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正紅滿公立

兩等小學堂

(公立) 

國文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鑲紅滿公立

兩等小學堂

(公立) 

國文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鑲藍滿公立

兩等小學堂

(公立) 

國文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  同上，第 32 期，頁 655-659，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正藍旗蒙古

初等小學堂 

學生內有年齡稍

長者，另設清文一

科，在鐘點以外教

授。 

  同上，第 73 期，頁 129，光

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蒙古蒙養小

學堂 

專習滿蒙漢語言

文字 

 蒙古蒙養小學

堂於宣統元年

正月二十四日

奉旨開設滿文

課程。 

同上，第 79 期，頁 248，宣

統元年二月十一日。 

土默特兩等

小學堂 

 宣統元年  同上，第 111 期，頁 89，宣

統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東三省初等

小學 

滿蒙索倫之不通

漢語者，各該處學

堂添聘滿文或蒙

文教習一員，將粗

淺教科書附譯滿

蒙文，發令講讀，

並辦滿蒙漢文簡

明白話報，以勸導

之。 

  同上，第 12 期，頁 267，光

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東三省八旗

滿蒙文中學

堂 

滿文、蒙文  《學部官報》並

未記載東三省

八旗滿蒙文中

學堂於何時設

立，僅記載臣工

於宣統元年十

二月初四日奏

請開設。 

同上，第 111 期，頁

232-233，宣統元年十二月初

一日。 

河南官立滿

營初等小學

堂 

有滿文一門   同上，第 53 期，頁 408，光

緒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山西滿營小

學堂 

國文 光緒二十八年  同上，第 11 期，頁 231，光

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第 44 期，頁 220，光緒

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甯夏滿營學

堂 

滿營學堂學生曾

被允許專習俄

文，不必習普通

學。 

 甯夏滿營學堂

於宣統元年七

月初八日開設

滿文課程日程。 

同上，第 98 期，頁 552，宣

統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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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駐防學

堂 

均設「國語滿文」

專科。 

 各省駐防學堂

於光緒三十二

年十二月十六

日奉旨開設滿

文課程。 

同上，第 13 期，頁 274，光

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吉林駐防學

堂 

設有「滿文專

科」。 

  同上，第 27 期，頁 558，光

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京口八旗中

學堂 

國文、清文、英

文、日文 

  同上，第 52 期，頁 366-367，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京口八旗中

學堂附屬高

等小學堂 

國文、清文、英

文、日文 

  同上，第 52 期，頁 367，光

緒三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京口八旗初

等小學堂 

國文、清文   同上，第 52 期，頁 372，光

緒三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青州駐防備

齋學堂 

國文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 此處國文包括

讀經與讀本。 

同上，第 56 期，頁 444，光

緒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青州駐防初

等小學堂 

國文、德文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  同上，第 56 期，頁 445，光

緒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青州駐防八

旗繙譯學堂 

清文、漢文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  同上，第 56 期，頁 445，光

緒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官立江甯駐

防清文學堂 

清文、國文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同上，第 71 期，頁 99，光

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官立江甯駐

防開通中學

堂 

國文、東文、英文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並未教授滿文。 同上，第 71 期，頁 91，光

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官立江甯駐

防初等小學

堂 

國文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並未教授滿文。 同上，第 71 期，頁 99-100，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公立江甯駐

防女學堂 

國文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 並未教授滿文。 同上，第 71 期，頁 100，光

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西安清文學

堂 

國語清文  1.為中小學堂。 

2.西安清文學堂

於宣統元年八

月初九日奉旨

開設滿文課程。 

同上，第 101 期，頁 600，

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伊犁興文學

校 

教授滿、蒙、漢三

文。 

  同上，第 47 期，頁 281，光

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藏文中學堂 藏文、藏語   同上，第 109 期，頁 50，宣

統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由表 5-2-2 可知，八旗高等小學堂中，八旗第三高等小學堂與第六

高等小學堂皆同時教授國文、滿蒙文，顯示此時的「國文」已不再是滿

文，而為漢文。其次，京口八旗中學堂、京口八旗中學堂附屬高等小學

堂、京口八旗初等小學堂以及官立江甯駐防清文學堂亦同時教授國文與



．300． 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1780-1911) 

 

清文，可見其所學習的「國文」即為漢文。再次，在一般八旗小學堂中，

「國文」一科的教員為「漢文教員」，由此也可推知其所學習的「國文」

係為漢文。除此之外，青州駐防備齋學堂所習之「國文」的內容包含讀

經與讀本，亦可見「國文」為漢文，不為滿文。 

    自清初以來，滿洲統治者便一直強調清語(滿語)為國語，但從目前

所發現的史料來看，並未以「國文」指稱清文(滿文)。因此，清末的滿

洲皇帝較可在無形中接納漢文為國文。這亦顯示降及晚清，只要是大清

國的臣民，無論旗人或民人，皆需學習漢文。旗人不再像以往一樣被要

求一定得學清文，且當官也不一定需要精通清文，如此皆大大降低八旗

的特殊性，有助於旗人齊民化的發展。 

    而且，從上表亦可發現山西滿營小學堂、官立江甯駐防開通中學堂、

官立江甯駐防初等小學堂以及公立江甯駐防女學堂等旗學並未教授滿

文。究其原因，居住在這些地區的人以漢人居多，故以漢文為通用文字。

在此情況之下，八旗子弟基於生活上的需要，已以漢文取代滿文，成為

日常生活的主要文字。職是之故，受所處環境的影響，八旗學校僅教旗

人子弟漢文，放棄了滿文傳統，逐漸在文字上在地化。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在地化的同時，清廷亦相當注重文字的工具性

利用與滿洲傳統的維持。先就文字的工具性利用來看，科布多參贊大臣

在奏請添設蒙養小學堂的奏摺指出了設立蒙養小學堂的原因：一為政令

維新之際，各處文移率多漢字，怕此過程中會有所誤會，故必須先將漢

文繙譯成清文之後再繙譯成蒙文；二為游牧之地接近強鄰，久恐外人煽

誘，即欲向其開陳利害，非用漢字語言亦不能深入心通。81由此可知，

蒙古蒙養小學堂設立的目的在於讓蒙古人學習漢字，以便看得懂漢字書

寫的公文。再者，朝廷曾允許甯夏滿營學堂的學生專習俄文，並明確指

                                                      
81
 〈科布多參贊大臣溥潤奏添設蒙小學堂摺〉，《學部官報》，第 79期，頁 2b-4a，宣統元年

二月十一日，京外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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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目的在於「以為交涉之助」，故規定專習俄文之學生，不發給文憑，

不請獎勵，只求能於適用。82由此亦可看出滿洲統治者仍然較為信任八

旗，故對外交涉的人才，仍以旗人為培養對象，所以才會下令甯夏滿營

學堂的學生可專習俄文，以培養其外交能力。總而言之，蒙古蒙養小學

堂的設立以及甯夏滿營學堂的專習俄文，皆相當具有目的性與工具性。 

    再就滿洲傳統的維持來說，首先，統治者視漢文為國文的同時，並

未將「漢語」視為「國語」，而仍是把「清語」視為「國語」。舉例而言，

統治者強調吉林為國朝根本重地，認為「清文國語」尤宜加意講求，83加

上吉林地區使用滿語滿文者較多，故吉林駐防學堂設有「滿文專科」。

而且，各省駐防學堂皆設有「國語滿文」專科，西安清文學堂亦設有「國

語清文」的語言學習科目。由「清文國語」、「國語滿文」以及「國語清

文」等詞彙便可推知，駐防學堂所學習的「國語」即為滿語，而非漢語。

其次，先前京師大學堂課程中，將滿蒙文字僅註於地理學門中國方言之

下，新政期間，朝廷將滿文從地理學門之中的中國方言下獨立出來，列

於中國文學之前。再次，東三省總督錫良等人在奏請創辦八旗滿蒙文中

學堂的奏摺中指稱：滿蒙文字，國本攸關，非特設專科，研究有素，不

足以保國粹。84無論是將「清語」視為「國語」；或者將滿文從地理學門

之中的中國方言下獨立出來，列於中國文學之前；甚或將滿蒙文字看作

「國粹」，皆在在凸顯於在地化的同時，仍有旗人相當強調滿蒙文字的

重要性。 

    大體而言，文字使用上的在地化、文字的工具性利用與固守「八旗

                                                      
82
 〈議覆甯夏將軍等奏滿營學生專習俄文摺〉，《學部官報》，第 98期，頁 1b-2b，宣統元年

七月二十一日，本部章奏。 
83
 〈吉林將軍副都統附奏吉省設立滿文專科片〉，《學部官報》，第 27期，頁 42b-43a，光緒

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京外奏稿。 
84
 〈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奏創辦八旗滿蒙文中學堂摺〉，《學部官報》，第 111期，

頁 2b-3a，宣統元年十二月初一日，京外奏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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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三者係同時並行不悖的，只是孰輕孰重的問題而已。而且，同樣

是使用漢文，一般旗人與滿洲統治者的動機也大相逕庭。站在一般旗人

的立場而言，受所在環境的影響，為了適應當地以漢人居多的生活環境，

他們不得不以漢文替代滿文，在地化影響顯著。但就統治者的立場來看，

要求旗人學習漢字的動機係為公文往來的需要以及拉攏人心，故較有工

具性利用的意義。 

(三)留學教育的興起 

    除了開辦八旗新式學堂之外，清政府亦選派留學生出國讀書，直接

接受近代新式教育；而且，遣派留學亦被當時的知識份子視為融和滿漢

界線的辦法之一。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崇實學堂的文耀等五十餘人，聯

銜條陳融和滿漢界線一切事宜，內容總計大綱十八條，其中的第十條即

為「遣派留學」。85而八旗的留學教育，可分別從一般留學生與陸軍留學

生兩方面來看： 

1.一般留學生 

    在選派留學生時，滿洲統治者仍然最先考慮八旗子弟，優先給其出

國深造的機會。據統計，光緒二十七年中國在日本的二百六十九名留學

生當中，漢族官費留學生共有一百二十八人，自費生一百一十人；旗人

留學生共三十一人，86均為官費生，佔官費留學生總數的 19.5%。87這樣

                                                      
85
 此十八條概略如下：(一)官缺不分滿漢(二)裁減駐防兵額(三)改京旗駐防為郡縣(四)裁撤

內旗(五)特定自治郡縣(六)改蒙古、清海為行省(七)刪除八旗專律(八)通婚姻(九)劃一禮

俗(十)遣派留學(十一)變通姓氏(十二)保存學堂(十三)教育青年(十四)開墾蒙荒(十五)擴

充工藝(十六)削薙辮髮(十七)開釋禁例(十八)維持市面。(〈應詔陳言〉，《大公報》，第

1848號，頁 491，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要聞。) 
86
 其中，宗室二人、滿洲十四人、駐防四人、漢軍七人、蒙古四人。 

87
 陳學恂、田正平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留學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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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比例看似不高，但若以八旗人口佔全國總人口數的比例來看，清末

旗人官費留學生所佔比例仍然是相當的大，這也顯示出朝廷對旗人留學

教育一事的重視。清末相當富有名望的江寧將軍鐵良即曾於光緒二十四

年至二十八年間留學日本，88回國在受到清廷重用，在中國的政治與軍

事發展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旗子弟之中，滿洲統治者特別重視宗室子弟的

留學。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清廷頒布上諭： 

    宗室八旗，風氣未開，亟宜廣為造就。著宗人府、八旗都統遴選各

旗子弟，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志趣正大，資質聰明，

體氣強壯者，造冊開送軍機處進呈，聽候派員覆覈挑選。給資遣赴

各國游學，藉資練習而廣見聞，用副朝廷圖治育才至意。89 

翌年，外務部即制定〈出洋學生章程〉，將留學生分為貴冑生、官派學

生以及遊學學生三等。其中，第一等的貴冑學生即王公大臣的子弟，以

八旗子弟的比例最大。這些人在留學方面享有特殊優厚的待遇，例如：

其治裝費、川資費等等，都比譯員與教員為多，其中的差別待遇顯而易

見。惟在留學國家與學習科目方面，朝廷仍設有諸多限制，留學國以英、

美、德三國為限，學習科目則僅限定於政法、陸軍兩科。90由統治者特

別重視宗室子弟的留學亦可推知，降至清末，統治者已無法或無能力繼

續顧及全體旗人的利益，只好放棄統治集團的外圍分子，僅維持其自身

與宗室的特殊權利。不過，儘管待遇優厚，朝廷給每人每月學費銀三百

                                                      
88
 房兆楹輯，《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

頁 47-48。 
89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 492，頁 15b-16a，光緒二十

七年十二月下乙卯條。 
90
 陳啟天，《近代中國留學史》(臺北：天一出版社，1973年)，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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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但宗室出洋者寥寥，總計只有憲大爺章佶、公爺興、將軍瑞張、爵

爺繩祖等四人出國留學而已，無怪乎《盛京時報》發出「貴冑世受國恩，

乃竟如此，不亦大負朝廷教育之盛心耶」的感嘆。91 

2.陸軍留學生 

    欲達強兵壯武的目的，除了可靠軍事學堂之外，派遣留學生亦為軍

事教育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光緒三十年，練兵處奏訂〈選派陸軍學生遊

學章程〉，按該章程規定，每年陸軍學生遊學定額為一百人，然光是江

寧、杭州、福州、荊州、西安、寧夏、成都、廣州、綏遠城、熱河、察

哈爾、密雲以及青州等十三處駐防加上京旗定額，便已達到十九人之多，

佔總數的 19%；92如再將吉林、黑龍江、奉天等省的旗人名額納入計算，

人數之多便可想而知。就八旗陸軍學生留學的國家來看，主要以日、英、

法、德、奧為主，其中又以赴派日本者為多。根據李德新的統計，自光

緒三十年起，一直到光緒三十四年為止的這段期間，派出的四期旅日陸

軍留學生中，至少就有九十人是旗人。93由此也可看出滿洲統治者在挑

選赴日留學的軍事人才時，仍是以八旗子弟為優先考慮的對象。這些人

學成歸國之後，或入學堂、新軍任職，或入政府做官。舉例而言，清末

的良弼以及民國初年金麟、文祺等人，均曾留學日本，94他們回國以後，

為中國軍事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元素，促進了晚清中國軍事的近代化。 

    綜上所述，清末新政時期，消弭滿漢畛域的聲浪日益高漲，受此影

響，清廷不得不制訂〈奏定學堂章程〉，於改革民人教育制度的同時，

                                                      
91
 〈貴冑出洋之寥寥〉，《盛京時報》(瀋陽：盛京時報影印組，1985年)，第 326號，頁 44，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時事要聞。 
9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335-336。 

93
 李德新，〈清末新政與八旗社會〉，頁 7。 

94
 佚名編，《清末民初留日陸軍士官學校人名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頁 22、6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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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針對八旗教育進行諸多調整。首先，於光緒二十七年起開始設立八旗

新式學堂，且滿洲統治者在規畫八旗學制時，有其一套循序漸進的道理。

八旗子弟自蒙學堂、蒙養學堂畢業後，升入初等小學堂就讀，初等小學

堂畢業之後，升入高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畢業之後，即升入中學堂就

讀，待自中學堂畢業之後，再升入高等學堂。以此再輔以貴冑法政學堂、

師範學堂、清文學堂、識字小學堂、八旗女學堂、八旗軍事學……等，

便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八旗教育體系。其次，將漢文視為「國文」，一改

清文為「國家根本」的傳統。再次，派遣八旗子弟出國留學，直接接受

近代新式教育。影響所及，為國家培育出一批具有近代思想的八旗知識

份子，有助於八旗組織的革新與近代化。 

    更進一步來看，清末八旗教育的變革，亦促使八旗教育逐漸走向齊

民化。就新式學堂的管理體制以及教學內容而論，八旗新式學堂與漢族

普通中小學的管理方式大致相同，惟在語文學習科目上略有差異。儘管

有些八旗新式學堂仍然教授滿蒙文字語言，但絕大部分都設有「國文」

一科，且此時的「國文」已轉變成漢文，不再是指滿文。這顯示只要是

大清國的臣民，無論旗人或民人，皆需學習漢文。旗人不再像以往一樣

被要求一定得學習清文，轉而與民人一體學習漢文，即便這含有工具性

利用的成分，但亦使八旗特殊性大為降低。再從八旗學堂的入學資格來

看，清末已有八旗學堂不分滿漢畛域，無論旗籍或民籍一律招考，有助

於八旗教育的齊民化。最後就留學教育來說，遣派留學生在當時亦被視

為融和滿漢界線的辦法之一，無論民人或旗人皆有機會留學。而這些留

學國外的八旗子弟歸國之後，為八旗組織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元素，在清

末的諸多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上種種皆顯示降至清末，旗人的齊民

化已從先前的經濟、法律層面，擴充至教育方面，涵蓋範圍愈加擴大。 

    不過，在八旗教育齊民化的過程中，仍然存在滿洲優先的原則以及

滿洲民族傳統的維持。先就滿洲優先原則而言，最明顯表現在選派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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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滿洲統治者仍然最先考慮八旗子弟，優先給其出國深造的機會。

而且，在八旗子弟當中，統治者首重宗室子弟的留學教育，並給其種種

特殊優厚的待遇。顯示到了清末，統治者已無法或無能力繼續顧及全體

旗人的利益，只好放棄統治集團的外圍分子，僅維持其自身與宗室的特

殊權利。再就滿洲民族傳統的維持來說，統治者視漢文為國文的同時，

並未將「漢語」視為「國語」，而仍是把「清語」視為「國語」。而且，

在新政期間，清廷亦將滿文從地理學門之中的中國方言下獨立出來，列

於中國文學之前，甚至將滿蒙文字視作「國粹」。由此可知，八旗教育

的齊民化與滿洲優先原則以及滿洲民族傳統的維持，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是並行不悖的，且在清末八旗教育的改革中，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三節  化除滿漢畛域 

    入關之初，為了鞏固政權，滿洲統治者藉著扭曲政治、經濟等各方

面資源分配的方式，獨厚八旗將士，並在法律上賦予其特殊的身分與地

位。至清中葉，統治者已不再強調八旗統治集團在武力優勢，轉而從文

化、精神上肯定滿洲文化，以強化旗人的優越意識，但仍盡可能地給予

旗人各種優厚待遇。降及晚清，歷經甲午、庚子的連番挫敗，使清朝政

權岌岌可危，而優惠旗人的政策也因此備受質疑，消弭滿漢畛域的聲浪

遂日益高漲。95事實上，這種聲浪自戊戌變法後便逐漸浮出檯面，陸續

                                                      
95
 自清初到清末這段期間，「滿」一詞的概念出現了重大變化。清初的「滿」有兩種含義，一

為原始分布在東北的女真人及其後裔，另一則係指八旗滿洲。降及清末，「滿漢畛域」一詞

中的「滿」，已不再單指八旗滿洲，而是包含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以及包衣在內

的所有旗人。這些旗人在政治意識上已逐漸認同自己是滿人，且已被統治者接納而漸漸滿洲

化。至於主要由漢人所組成的非旗人，則被歸為「民」。因此，或可將消弭滿漢畛域視為化

除旗民畛域，而旗、民之間的根本差異即在於是否隸屬於旗籍，是否被納入八旗制度之中。

關於「滿人」、「漢人」的討論，詳見路康樂(Rhoads, Edward J. M.)著，王琴、劉潤堂譯，《滿

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2010年)，頁 358-363。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Rhoads%252C%2BEdward%2BJ.%2BM.%2Farhoads%2Bedward%2Bj%2Bm%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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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建言，但一直要到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案爆發之後，才真

正引起朝廷的重視。96 

    就在徐案爆發一個多月以後，清廷便於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頒

布上諭，要求各衙門條陳化除滿漢畛域的辦法： 

    我朝以仁厚開基，迄今二百餘年，滿漢臣民，從無歧視。近來任用

大小臣工，即將軍都統，亦不分滿漢，均已量材器使。朝廷一秉大

公，當為天下所共信。際茲時事多艱，凡我臣民，方宜各切憂危，

同心挽救，豈可猶存成見，自相紛擾，不思聯為一氣，共保安全。

現在滿漢畛域，應如何全行化除，著內外各衙門各抒所見，將切實

辦法，妥議具奏，即予施行。97 

這道上諭頒布之後，陸續有不少人提出建言，而清廷相應的改革亦多是

以此波的建言為本。98 

    不過，在眾人紛紛對化除滿漢畛域提出建言的同時，不少旗人對於

清廷即將開始實行的舉措感到相當恐慌。《大公報》即記載： 

    抵制排滿一事，奉諭籌議平除滿漢之界限，京師滿蒙八旗咸為震動，

私議蠭起，不悉政府有何等舉動。近又傳言，謂滿蒙將一律賜姓，

錢糧米俸將一律撤退之說。職是之故，咸為心旌搖搖，大有朝不保

夕之勢。99 

                                                      
96
 吳志鏗，〈晚清有關消除滿漢畛域的討論—以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諭令建言為中心〉，收錄於

林麗月主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年)，頁 234。 
97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576，頁 1b-2a，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辛卯條。 

98
 關於這些建言的討論，詳見吳志鏗，〈晚清有關消除滿漢畛域的討論—以光緒三十三年七月

諭令建言為中心〉，頁 233-260。 
99
 〈對於平除滿漢之駭懼〉，《大公報》，第 1830號，頁 455，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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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存在著滿漢畛域。舉例來說，當時，有人

建議京師警察招收民人，100以消除滿漢畛域。然而，肅王善耆卻回應說：

「旗人，滿、蒙、漢皆俱，且有回子、緬甸、高勾麗、俄羅斯人，何謂

畛域也？」101捍衛自己的權勢與地位實屬人之常情，或許肅王正因身為

既得利益者，不願見到他既有的特權被剝奪，故藉著否定滿漢畛域的存

在，以維持自身的利益。然無論如何，此時的清朝政權已危在旦夕，不

得不開始部分取消旗人的特殊權利，破除滿漢畛域，拉近旗、民之間的

距離。而清廷化除滿漢畛域的辦法主要集中在任官不分滿漢、司法同一、

准許旗民通婚等幾方面，以下茲就這幾項議題進行討論。 

(一)任官不分滿漢 

    儘管滿洲統治者在官制上時常標榜「滿漢一體」，中央六部、督察

院長官皆設滿漢複職。然而，「滿漢一體」僅為統治者宣示性的政策，

其對漢人官員的猜疑之心未曾鬆懈，故在官缺上仍讓旗人佔盡優勢。《欽

定大清會典》載： 

    凡內外官之缺，有宗室缺，有滿洲缺，有蒙古缺，有漢軍缺，有內

務府包衣缺，有漢缺。凡宗室京堂而上，得用滿洲缺，蒙古亦如之，

內務府包衣亦如之。漢軍司官而上，得用漢缺，京堂而上，兼得用

滿洲缺。凡外官，蒙古得用滿洲缺，滿洲、蒙古、漢軍、包衣，皆

得用漢缺。滿洲、蒙古無微員，宗室無外任。102 

由此可知，清代官職缺額的分配一共分為六個等級，以宗室缺列為第一

                                                      
100
 新政時期，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曾自編警察，並以旗人為主要招生對象。詳見第五章第一

節「籌畫旗人生計」。 
101
 [清]毓盈著，《述德筆記》，頁 107。 

102
 [清]崑岡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朝》(臺北：啟文出版社，1963年)，卷 7，〈吏部．

文選清吏司〉，頁 8a-9a。 



第五章  清末時期的旗務改革(1894—1911) ．309． 

 
 

優先，依次為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再依次為內務府包衣缺，

最後才是漢缺。其中，滿洲統治者規定旗人可以占用漢缺，但漢人官員

卻不可以擔任滿缺；而且，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不出任地方較低階的官

職；且宗室一般不外任地方官，尤其規定不任道以下的職官，旗人任官

上的優勢不言而喻。 

    這種在官缺劃分與任用上獨厚旗人的辦法，係滿漢畛域形成的重要

原因之一，所以降至晚清，許多人建議清廷更改官制。有尚書指出清末

之政治上的弊端之一在於「官界中而分滿漢」，例如：旗人以筆帖式出

身可官至大學士，漢人則非翰林出身不能及此；各省督撫，旗人可充，

而各省將軍、都統，漢人不能充，軍機大臣亦必須親王領銜；御前大臣

之缺，永不補漢人。而且，朝廷賞賜爵位亦分滿漢。他認為清廷的這些

舉措，會「使天下人疑朝廷之不信用漢人」，「未免示天下以公爵為滿人

獨有之尊也」。103對於這種現象，御史貴秀建議將由旗人專任的筆帖式改

為不分滿漢的小京官；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建議取消缺分，滿漢統同補

用；署黑龍江巡撫程德全則建議裁將軍都統各缺；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胡

潛建議所有官缺均不分滿漢。104 

    在輿論的影響下，滿洲統治者取消了旗人在政治上的若干特權，尤

其是下令任官不分滿漢。首先，漢族官員開始擔任以前只有旗人才可以

擔任的職務，如湖北省武昌縣人柯逢時曾任戶部滿侍郎。105而且，各旗

都統、將軍、副都統等缺，亦開始兼用漢人，例如：四川省虁州府雲陽

縣人程德全先後擔任齊齊哈爾副都統、黑龍江將軍。106時人胡思敬即據

                                                      
103
 〈條議消融滿漢切要辦法〉，《盛京時報》，第 267號，頁 160，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京師要聞。 
104
 吳志鏗，〈晚清有關消除滿漢畛域的討論—以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諭令建言為中心〉，頁 249。 

105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年)，第 8冊，卷 203，〈表

三十六．部院大臣年表十〉，頁 6229-6230。 
106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9冊，卷 215，〈表四十八．疆臣年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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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現象稱：「自徐世昌以商部右丞兼副都統，程德全以知州簡黑龍江將

軍，趙爾巽以巡撫遷奉天將軍，內召柯逢時為戶部滿侍郎，而滿漢之界

破矣。」107其次，在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這段期間，清廷新設了外

務部、商部、巡警部以及學部四個行政機構，並於三十二年九月頒布上

諭，更定官制，規定每部「各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108至

此，廢除了舊有的官缺分滿漢之制度。 

    然而，就實際運作來看，有些中央核心官職依然不允許漢官任職，

仍是由宗室親貴把持。舉例而言，度支部、陸軍部以及郵傳部為晚清三

個相當重要的部門，其中，度支部與陸軍部的尚書均由旗人擔任，只有

郵傳部尚書為漢人。再如宣統三年(1911)設立責任內閣時，在十三名國

務大臣之中，漢族僅四人，滿族則多達九人，甚至在此九人中，皇族就

佔有五人，109故被譏笑為「皇族內閣」。由此而論，降及清末，當滿洲政

權陷入危機時，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願意取消一般旗人的特權，但卻

不輕易放棄宗室與皇族對權力的壟斷。換言之，當統治者再也無能力照

顧所有旗人的特殊權利時，只好廢除一般旗人的既得利益，僅盡力維持

統治集團中核心成員——宗室與皇族的特權。 

                                                                                                                                       
頁 7216-7217；《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544，頁 12a，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壬子條。 

107
 胡思敬，《國聞備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頁 52。不過，須特別注意的是，

趙爾巽祖籍雖係遼寧省奉天府鐵嶺縣人，但屬正藍旗漢軍旗人，而非漢人，曾先後擔任盛京

將軍、成都將軍。詳見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2冊，卷 25，〈本紀二

十五．宣統〉，頁 1030；同書，《清史稿校註》，第 9冊，卷 215，〈表四十八．疆臣年表

十二〉，頁 7218-7219。 
108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2冊，卷 24，〈本紀二十四．德宗〉，頁

1010。 
109
 此十三人分別為：內閣總理大臣奕劻(皇族)、內閣協理大臣那桐(旗人)、內閣協理大臣徐

世昌(漢人)、外務大臣梁敦彥(漢人)、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載澤(皇族)、學務

大臣唐景崇(漢人)、陸軍大臣蔭昌(旗人)、海軍大臣載洵(皇族)、司法大臣紹昌(旗人)、

農工商大臣溥倫(皇族)、郵傳大臣盛宣懷(漢人)、理藩大臣壽耆(宗室)。詳見〈授奕劻為內

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頁 566；〈任命各部

大臣諭〉，同書，頁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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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同一 

    自清初以來，旗人在法律上便享有特殊的待遇以及優越的法律地位，

包括：用鞭責、枷號取代正刑、犯罪免發遣以及不歸州縣地方司法管轄。

文耀等人即指出滿漢問題的發生，「法律之不平等實居最大部分」。110而

八旗在法律上的特殊化，早已形成諸多流弊，為人詬病，在清末遂成為

主要的改革項目之一。 

    清末的旗人司法改革最主要表現在劃一刑律以及劃一審判機構兩

方面。就劃一刑律而論，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胡潛曾建議朝廷應「不分滿

漢之刑罰」；111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則上奏清廷，主張「旗人犯遣軍流徒

各罪，照民人實行發配，現行律例折枷各條，概行刪除」。112光緒三十三

年九月，慈禧太后頒布懿旨： 

    滿漢沿襲舊俗，如服官守制，以及刑罰輕重，間有參差，殊不足昭

畫一。除宗室未有定制外，著禮部暨修訂法律大臣，議定滿漢通行

禮制刑律，請旨施行。俾率土臣民，咸知遵守，用彰一道同風之治。
113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沈家本再度上奏清廷： 

    擬請嗣後旗人犯罪，俱照民人各本律、本例科斷，概歸各級審判廳

審理。所有旗人折枷各制，並滿漢罪名畸輕畸重及辦法殊異之處，

應刪除者刪除，應移改者移改，應修改者修改，應併除者修併。共

                                                      
110
 〈條陳融化滿漢策〉，《大公報》，第 1852號，頁 3b，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代諭。 

111
 [清]志銳，〈寧夏副都統志銳奏化除滿漢畛域在使旗民自食其力並裁減滿缺以補漢員摺〉，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頁 955。 
112
 [清]沈家本，〈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旗人犯罪宜照民人一體辦理摺〉，《清末籌備立憲檔

案史料》，頁 941。 
113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579，頁 2b，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上辛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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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條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一體遵行。114 

沈家本此奏獲得朝廷批准，如此一來，旗人與民人在罪名的擬定、所受

刑罰上便已無太大差異。而且，由沈氏的奏摺亦看出，此後，旗人犯罪，

均歸各級審判廳審理。 

    先就所受刑罰來看，其中最值得討論者，當屬旗人犯罪免發遣的特

殊待遇。順治十八年(1661)，滿洲統治者下令旗人犯軍、徒、流罪必須

折枷換刑，115惟這項重要法令在當時並未直接被寫入清律當中。116直至

雍正三年(1725)修訂律例時，才將此律例稍作修改，並立為〈犯罪免發

遣〉律，117正式將其納入清律之中，118此種旗人專屬的刑罰規定便從此

確立。此後，〈犯罪免發遣〉律幾經調整，其效力範圍略有更動。119然一

                                                      
114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 245，〈刑考四．刑制〉，頁 9890。 

115
 順治皇帝於順治十八年(1661)下令：「旗下人犯徒一年者，枷號二十日；徒一年半者，枷號

二十五日；徒二年者，枷號一月；徒二年半者，枷號三十五日；徒三年者，枷號四十日。若

犯流二千里者，枷號五十日；二千五百里者，枷號五十五日；三千里者，枷號兩月。軍罪仍

枷號三月。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枷號三月十五日。」([清]崑岡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

事例．光緒朝》，卷 727，〈邢部．名例律〉，頁 7a-7b。) 
116
 鹿智鈞，〈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49。 
117
 關於此次修訂，《大清律例按語》記載：「但查旗下人犯罪折枷之例，……而總徒四年，並未

議及，應增總徒四年一項於徒三年之後。其總徒四年、准徒五年者，徒滿之日，仍得還籍，

較之軍流長在配所者稍輕。今軍罪止枷號三個月，而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反枷號三個月零

十五日，輕重不符。應將准徒五年枷號三個月零十五日者，改為枷號五十日；總徒四年者，

枷號四十五日，庶為輕重允協。又律內軍罪，有附近、邊衛、極邊、永遠等項之分，今一槩

枷號九十日，似無分別。應將枷號日期，自七十日起至九十日止，亦分為四等。」([清]黃

恩彤編，《大清律例按語》(清道光二十七年番德畬海山仙舘原刊本)，卷 1，〈名例律．軍官

軍人犯罪免徒流〉，頁 33b-44a。) 
118
 《讀例存疑》載：「原律目係軍官軍人犯罪免徒流，雍正三年，以現行例旗下人犯徒流等罪

准折枷號，與軍官犯罪免徒流之意相符，因另立犯罪免發遣律。名列於軍籍有犯之前，以旗

下犯罪折枷號之例載入，作為正律。」([清]薛允升，《讀例存疑》(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卷 2，〈名例律上之二．犯罪免發遣〉，頁 33。) 
119
 這種變動主要表現在八旗漢軍與旗下家奴兩方面。就八旗漢軍來說，雍正四年(1726)，統治

者下令八旗漢軍有犯軍流罪者，一體照律發遣，使漢軍被迫離開〈犯罪免發遣〉律的效力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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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要到道光五年(1825)，滿洲皇帝有鑑於此律往往姑息旗人，使其肆無

顧忌，故下令旗人犯軍、徒、流罪者，分別發配，不准折枷，120〈犯罪

免發遣〉律始產生動搖，旗、民定例漸漸畫一。不過，當中仍可見未照

此諭令執行的案例。例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管站監督舒津於

監督任內私開荒地，本應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後「減等擬徒」，但卻「照

例折枷」。121道光皇帝下令「旗人犯軍、徒、流罪者，分別發配，不准折

枷」之目的在於解決流弊，就某方面來看，亦部分消除八旗在司法上的

特殊性，但此諭令卻被視為具文，僅剩下政治上的意義。直至清末，沈

家本奏請朝廷旗人犯遣軍流徒各罪，照民人實行發配，並刪除現行律例

折枷各條，且獲得統治者的允許後，旗人〈犯罪免發遣〉律才宣告結束。 

    再就審判機構來說，清末的滿洲統治者在各地陸續設立專職的各級

審判廳。原則上，凡是設有審判廳的地方，該地無論旗人或民人，其民

刑案件均歸審判廳辦理。至於在未設置審判廳的地方，與旗人相關的訴

                                                                                                                                       
圍。乾隆二年(1737)，統治者重新規範漢軍依律發遣一事，又將其納入〈犯罪免發遣〉律的

適用範圍。乾隆二十七年(1762)，滿洲皇帝再次針對〈犯罪免發遣〉律進行修正，再度將八

旗漢軍從中剔除出去。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犯罪免發遣〉律的效力範圍又出現重大改

變，乾隆皇帝下令八旗漢軍如非寡廉鮮恥、情罪較重者，不必遽行發遣，讓漢軍再度回到〈犯

罪免發遣〉律的適用範圍之中。就旗下家奴來看，乾隆三十九年(1774)，統治者認為莊屯旗

人與民人混處日久，與民人無異，所以將莊屯旗人與無差使旗人從〈犯罪免發遣〉律的適用

範圍中剔除出來。相關討論詳見鹿智鈞，〈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頁 53-68。 
120
 道光五年(1825)四月間，道光皇帝下令：「凡旗人窩竊、窩娼、窩賭及誣告、訛詐、行同無

賴不顧行止並棍徒擾害、教誘宗室為非、造賣賭具、代賊銷贓、行使假銀、捏造假契、描

畫錢票、一切誆騙詐欺取財，以竊盜論，准竊盜論，及犯誘拐強姦、親屬相奸者，均銷除

本身旗檔，各照民人一例辦理。犯該徒流軍遣者，分別發配，不准折枷。」([清]薛允升，《讀

例存疑》，卷 2，〈名例律上之二．犯罪免發遣〉，頁 25。)由此可以看出道光五年之後，旗人折枷換

刑的特殊權利遭到廢除，且犯罪的旗人大都被消除旗檔，照民人一例辦理。統治者此舉係將

犯罪旗人趕出滿洲統治集團之外，不再給予其法律上的特殊待遇，動搖了延續一百五十年之

〈犯罪免發遣〉律的基本原則。 
121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425，頁 18a-18b，道光二十

六年正月丙戌條。 



．314． 清中期以後的旗務政策(1780-1911) 

 

訟歸地方州縣辦理；然而，僅有笞杖等輕罪才交由地方衙門審理，徒流

以上等罪則仍然交由其他地方的審判廳來審理。122為此，清廷還特別議

定《滿漢通行刑律》，並於宣統元年更名為《現行刑律》，公佈實施。123 

    不過，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滿洲統治者在透過改革司法，促使

旗人在法律上逐漸齊民化的同時，卻明白指出改革的原則為「除宗室外，

滿漢同一」。124換言之，宗室覺羅並不在劃一刑律與同一審判機構的範圍

之內，有大臣即指出清末司法改革的弊端在於「民事中而分滿漢」。125按

清制，在民事案件中，涉及宗室的案件向由刑部派員至宗人府會審，涉

及覺羅者則由宗人府派員到刑部會審。惟在這波改革浪潮中，在京師審

判廳開辦，取消專為旗人而設的審判機構的同時，卻有大臣倡議繼續保

留宗室覺羅在司法審判上的特殊性，其理由如下：如果按各國法律的規

範來說，宗室民事應以高等審判廳為始審，但會府及奏交之例本為各國

所無。在此情形下，高等審判廳既無會府之權，地方審判廳又非奏交之

地。若將宗室及奏交各案遽行分送各級審判廳承審，深恐「職司太微，

不足以昭慎重」。因此，建議朝廷將宗室覺羅民刑訴訟均歸大理院特別

裁判，並獲得統治者的允許。126 

    自清末設立審判廳以來，凡是成立審判廳的地方，無論旗、民，其

司法審判均歸審判廳辦理，逐步取消了旗人在司法審判上的特殊權利，

漸漸走向齊民化。然而，這種司法上的齊民化實施得並不徹底，宗室覺

羅等天皇貴冑之司法案件的審理，仍有別於一般民人與旗人，歸大理院

辦理。只要審判機構不同，難保大理院不會對宗室覺羅有所廻護，一旦

                                                      
122
 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頁 32。 

123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 756。 

124
 [清]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頁 119，光緒三十三年九月。 

125
 〈條議消融滿漢切要辦法〉，《盛京時報》，第 267號，頁 160，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京師要聞。 
126
 〈法部奏宗室訴訟仍由大理院裁判片〉，《盛京時報》，第 349號，頁 183，光緒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五日，奏摺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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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與民人的糾紛，儘管民人理直，卻很有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與裁

判，不符合程序正義。由此而論，降及清末，當滿洲統治者再也無能力

照顧全體旗人之特殊利益的時候，仍然會儘量維持宗室覺羅等皇族的特

殊權利，而排除統治集團中非核心成員的利益。 

    鹿智鈞〈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一文認為旗人與民人皆在《大清律

集解附例》的適用範圍內，只是在所受刑罰上有所差異，意即「同罪異

罰」。而且，滿洲統治者握有最終的裁量權，並且會不斷調整法律的效

力範圍來約束旗人，而非一味地縱容溺愛；有時甚至會加重對旗人的罰

責。因此，鹿氏主張旗人在法律上是否擁有特權，實難以一概而論。127 

鹿氏所論固然有其道理，但在討論上述問題時，必須先賦予「特權」

一詞明確的定義，惟鹿氏並未清楚定義究竟何謂「特權」。事實上，目

前法學界對「特權」的定義如下：泛指法律賦予某人或某類人的特別權

利或豁免，有的特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剝奪，稱為「絕對特權」

(absolute privilege)；有的特權只在特定情形下享有，或在特定情形下才

可剝奪，稱之為「限制性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或「附條件特權」

(conditional privilege)。128由此而論，旗民之間在法律上只要有差異，且

無論統治者的動機、目的為何，皆可將其視為特權的表現。況且，儘管

滿洲統治者握有最終的裁量權，但此係屬君主專制體制下的常態，與八

旗司法特權之本質無涉，故不可據此否認旗人在法律上享有特殊權利。 

    就旗、民在司法上的差異而論，兩者之間最主要的差異表現在刑罰

異制與司法審判機構兩方面。就刑罰異制來說，旗人在刑罰上享有易刑

處分的權利，意即擁有以鞭代笞、杖和免於徒、流兩項民人所未擁有的

特殊待遇。129儘管此與滿洲關外時期的習慣法關係密切，但這終究無法

                                                      
127
 鹿智鈞，〈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頁 46、70、97。 

128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頁 1095，privilege 條。 

129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 245，〈刑考四．刑制〉，頁 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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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滅旗民司法差別待遇的事實。探究造成這種差別待遇的原因，或許與

滿洲統治者視八旗為鞏固統治的重要利器與「國家根本」有關，130既為

利器與立國根本，統治者便必須不斷給予他們特權與體恤，以換取他們

的效忠，進而達到穩固政權之目的。就司法審判機構來看，自清初以來，

旗人因為身分特殊，所以享有司法管轄上的特殊待遇。按清律，若兩造

俱係旗人，無論旗人所犯屬於民事或刑事案件，皆須交由八旗組織而非

地方民官進行初步審理，如遇審斷不公或情節重大者，則再逕送戶部或

刑部審理。131至於旗人與民人發生糾紛，則「不歸漢官統轄」，而是由「將

軍督撫會理事同知庭鞫」。132顯示當旗人與民人爭訟時，州縣官無權判

決，而是須依照旗民分治的原則，由各旗與地方特設的理事同知或理事

通判共同審理。 

    由此而論，儘管從犯罪行為的認定或是相關刑責來看，旗民之間的

差異並沒有想像中的大。然而，若從所受的刑罰或是司法審判過程來看，

旗民之間便相差甚大，且不符合程序正義的原則。況且，正是因為旗民

之間的這種差異，致使時人認為八旗享有法律上的特權，所以才會出現

於新政期間要求清廷「刪除八旗專律」的舉動。133凡此種種，無不說明

旗人於法律上確實享有與一般民人不同之差別待遇，就此點即可認定旗

                                                      
130
 滿洲統治者時常強調八旗為「國家根本」，如乾隆皇帝曾說：「八旗為國家根本，凡有關教養

之處，朕無時不繫於懷。」(《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165，頁 18b，乾隆七年四月下乙卯條。) 
131
 林乾，〈清代旗、民法律關係的調整—以”犯罪免發遣”律為核心〉，《清史研究》，第 1期(北

京，2004年)，頁 42。 
132
 [清]蕭奭，《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 1，頁 60。 

133
 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崇實學堂的文耀等五十餘人，聯銜條陳融和滿漢界限一切事宜，

內容總計大綱十八條，其中的第七條即為「刪除八旗專律」。此十八條概略如下：(一)官缺

不分滿漢(二)裁減駐防兵額(三)改京旗駐防為郡縣(四)裁撤內旗(五)特定自治郡縣(六)改

蒙古、清海為行省(七)刪除八旗專律(八)通婚姻(九)劃一禮俗(十)遣派留學(十一)變通姓

氏(十二)保存學堂(十三)教育青年(十四)開墾蒙荒(十五)擴充工藝(十六)削薙辮髮(十七)

開釋禁例(十八)維持市面。(〈應詔陳言〉，《大公報》，第 1848號，頁 491，光緒三十三

年七月二十五日，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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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法律上擁有相當的特權。惟隨著消弭滿漢畛域的聲浪日益高漲，統

治者已無法繼續維持全體旗人在法律上的特殊權利，故只好排除統治集

團中非核心成員的利益，而儘量維持宗室覺羅等皇族的特權，致使旗人

的法律地位與民人漸趨一致。 

(三)准許旗民通婚 

    為化除旗民之間的隔閡，通婚似為一可行之法。儘管旗人入關之初，

曾頒發允許滿漢互婚的詔令，企圖以滿漢互婚的方式攏絡漢人，緩和民

族之間的矛盾與衝突，134惟此種政策不久即不再實行。135嘉慶朝以降，

禁止旗民通婚的禁令已經逐漸明確化與制度化，尤其嚴格禁止旗女嫁與

民人。136 

    旗民通婚的禁令，一直要到光緒二十七年，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准許

滿漢通婚之後才宣告解除，懿旨曰： 

    淪浹寰區滿漢臣民，朝廷從無歧視，惟舊例不通婚姻。原因入關之

初，風俗語言，或多未喻，是以著為禁令。今則風同道一，已歷二

                                                      
134
 順治五年(1648)八月壬子，順治皇帝下令：「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

親睦，莫若使之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

(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 40，頁 7b，順治五年八月壬子條。)數日之後又諭：「朕欲滿漢官

民，共相輯睦，令其互結婚姻，前已有旨。嗣後凡滿洲官員之女，欲與漢人為婚者，先須

呈明爾部，查其應具奏者，即與具奏，應自理者，即行自理。其無職之等之女，部冊有名

者，令各牛彔章京報部方嫁，無名者聽各牛彔章京自行遣嫁。至漢官之女，欲與滿洲為婚

者，亦行報部，無職者聽其自便，不必報部。其滿洲官民娶漢人之女，實係為妻者，方准

其娶。」(《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40，頁 9a-9b，順治五年八月庚申條。) 
135
 潘洪鋼指出清初並未頒佈過滿漢通婚的禁令，但滿洲統治者害怕滿漢通婚之後，滿人會被漢

人消融，故在社會生活實際面上實施禁令，阻止兩者通婚。詳見潘洪鋼，〈清代駐防八旗與

漢族通婚情況蠡測〉，《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7：5(湖北，2007)，頁 63。 
136
 《戶部則例》關於嘉慶朝旗民通婚的記載如下：「旗人之女不准與民人為妻。若民人之女與

旗人聯姻者，該族長佐領詳查呈報，一體給與恩賞銀兩。如有謊報冒領，查出從重治罪。」

(《戶部則例》(道光二年校勘本)，卷 1，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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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年。自應俯順人情，開除此禁。所有滿漢官兵人等，著准其彼

此結婚，毋庸拘泥。137 

自此以後，在法律上正式解除旗漢不能通婚的禁令。對此，有人寫詩讚

嘆說：「進化文明在合群，帝鄉況久共榆枌，特頒滿漢通婚詔，畛域從

此更不分。」138爾後，不少滿漢官員帶頭聯姻，如袁世凱即與端方結成

親家，慶親王奕劻也和山東巡撫孫寶琦成為親家。139通婚禁令的取消，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有助於消弭旗、民之間的隔閡。 

    然而，就現實情況而論，旗、民通婚畢竟非朝令夕成之事，通婚情

形並不踴躍。時人即指出：「往年已馳旗漢結親之禁，特視為具文，未

見實力奉行」、140「數年以來能奉行者，殊不多覯」。141面對這種現象，

南書房翰林院徧修鄭沅建議清廷對於頭品以上大員的子女，為其訂定指

婚辦法。意即凡京外滿漢一二品大員，其子女「皆令先上其籍於朝」，「限

年至若干歲時」，准其請旨指婚。他希望滿漢大員相互通婚之後，這股

風氣能往下帶至紳民之間。142 

    探究旗民通婚不普遍的原因，首先，與雙方在風俗文化上的差異有

關。文斌即指出：「現雖明詔屢頒而遵行者蓋寡，誠以積習相仍，禮節

差移所致。」143其次，基於保種觀念的考量，旗民通婚的禁令解除之後，

                                                      
137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492，頁 14b-15a，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下乙卯條。 

138
 沈兆褆，《吉林紀事詩》(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頁 137。 

139
 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頁 28。 

140
 [清]董芳三，〈舉人董芳三條陳為辟排滿說並陳和種三策以彌離間呈〉，《清末籌備立憲檔

案史料》，頁 931。 
141
 [清]鄭沅，〈南書房翰林鄭沅奏滿漢通婚可由大臣請旨指婚以開風氣片〉，《清末籌備立憲

檔案史料》，頁 919。 
142
 〈飭議滿漢通婚禮〉，《盛京時報》，第 254號，頁 86，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要聞；

[清]鄭沅，〈南書房翰林鄭沅奏滿漢通婚可由大臣請旨指婚以開風氣片〉，《清末籌備立憲

檔案史料》，頁 919-920。 
143
 〈翰林院侍講文斌等條陳融和滿漢並預籌京旗辦法請代奏呈〉，《政治官報》，第 23號，

頁 6，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摺奏類。 



第五章  清末時期的旗務改革(1894—1911) ．319． 

 
 

有些旗人擔心八旗女子嫁出去後會影響旗人的人口繁衍，故較不鼓勵旗

人女子嫁予民人，大多是旗人娶民人女子為妻。144再次，即使到了清末，

旗人仍然是統治者，在某些旗人心中，依然存在著自我優越意識，故不

願意與民人通婚。因此，旗民通婚禁令甫解除之際，旗民之間大規模互

婚的情況並未發生，故在當時對民族融合的影響有限。但就長遠來看，

此項禁令的廢除，對日後民族的融合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綜上所述，入關之初，為了鞏固政權，滿洲統治者藉著扭曲政治、

經濟等各方面資源分配的方式，獨厚八旗將士，並在法律上賦予其特殊

的身分與地位。然降及晚清，內憂外患叢生，尤其甲午、庚子連番挫敗，

更使清朝政權岌岌可危，而優惠旗人的政策也因此備受質疑，消弭滿漢

畛域的聲浪遂日益高漲。在此情況下，統治者不得不開始從任官不分滿

漢、司法同一以及准許旗民通婚等幾方面著手，部份取消旗人的特殊權

利，消弭滿漢畛域，拉近旗、民之間的距離。 

    就這些措施的實際運作而論，滿洲統治者仍強調「除宗室外，滿漢

同一」，顯示破除滿漢畛域的範圍僅限於一般旗人，並未包括宗室在內。

以官缺任用來看，儘管此時的漢族官員已經可以開始擔任以前只有旗人

才可以擔任的職務，且清廷亦於光緒三十二年廢除了舊有的官缺分滿漢

之制度。但是，有些中央核心官職依然不允許漢官任職，仍是由宗室親

貴把持。再從司法同一來說，即使這時旗人與民人在所受刑罰、罪名的

擬定上已無太大差異，且無論旗人與民人犯罪，均歸各級審判廳審理或

地方州縣辦理。但宗室覺羅的民刑訴訟卻歸大理院特別裁判，與一般旗

人、民人相異，如此則難保大理院不會對宗室覺羅有所廻護，宗室在司

法上仍保有相當的特殊性。 

                                                      
144
 民族問題五種叢書遼寧省編輯委員會編，《滿族社會歷史調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

社，2005年)，頁 17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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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統治者所實施的任官不分滿漢、司法同一以及准許旗民通婚

等措施，或多或少取消了旗人自入關以來便享有的特權，縮小了旗人與

民人在政治、法律身分地位上的差距，使旗人齊民化的範圍更加擴大。

然透過清廷破除滿漢畛域的過程亦可看出，當滿洲政權陷入危機時，統

治者為了鞏固政權，願意取消一般旗人的特權，但卻不輕易放棄宗室與

皇族對權力的壟斷。換言之，當統治者再也無能力照顧所有旗人的特殊

權利時，只好廢除一般旗人的既得利益，僅盡力維持統治集團中核心成

員——宗室與皇族的特權。 

結語 

    綜觀清末的旗務政策，無論是籌畫旗人生計、改革八旗教育抑或破

除滿漢畛域，從事後觀察，清廷的對應之道似是故技重施，意即再度以

縮小滿洲統治集團的範圍來因應，將身處統治集團外圍之一般旗人的既

得利益排除，而僅維持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宗室、皇族的特殊權利。

而且，即便同樣是宗室，其中亦有等差之分，當時京師所流行的諺語「近

支排宗室，宗室排滿，滿排漢」即為一很好的例證。145朝廷這種欠缺誠

心的改革與作為，遂引發了朝中大臣與社會大眾的不滿，加劇社會危機，

終導致清朝政權的覆亡。 

    清末的滿洲統治者刻意消除一般旗人之既得利益的作法，卸除了一

般旗人自入關以來便享有的諸多特權。如此一來，遂導致旗人與民人任

官時不分滿漢，在法律上漸趨同一，甚至可以相互通婚。更有甚者，此

時的八旗子弟亦開始逐漸脫離朝廷的養贍，與民人一樣自食其力，自謀

生計。此外，在教育改革方面，八旗新式學堂與漢族普通中小學在學堂

管理體制以及教學內容大致相同，旗人不再像以往一樣被要求一定得學

習清文，轉而與民人一體學習漢文。且該學堂的入學資格亦不分滿漢畛

                                                      
145
 劉體智，《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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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無論旗籍或民籍一律招考；而且，無論旗人或民人皆有機會留學。

這些舉措在在拉近了旗人與民人之間的距離，使八旗漸趨齊民化。惟與

先前相較之下，此時旗人齊民化的結果，實受皇帝意志的影響，係以政

府的力量推動八旗的齊民化；且齊民化的層面已不再僅限於經濟與法律，

而是擴及政治、教育、婚姻等方面，更加縮小了旗人與民人之間的差距，

致使旗人齊民化全面展開。 

 





 

 

第六章  結論 

    以往的研究大多認為自乾隆年間(1736-1795)實施兩次大規模的漢軍

出旗以後，滿洲統治者的旗務政策即無太大變化，故較少針對清代中後

期的旗務政策進行深入探討。然而，透過本文的研究可知清朝中葉以降，

旗人在不同的時期，面對著相異的旗務問題；而不同時期的滿洲統治者

在解決旗務問題時，亦採取相異的旗務政策與措施。這顯示滿洲皇帝的

旗務政策相當富有彈性，常隨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而且，就旗務政策

的內容而論，無論是八旗官職缺額的分配，還是八旗兵餉的發放、八旗

鰥寡孤獨的照顧、生息銀兩的實施，亦或八旗教育的改革、滿漢畛域的

破除，宗室、覺羅、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等往往因與統治者

親疏遠近關係的不同而有差別待遇，顯示當中存有一種差序格局。 

    入關之初，滿洲統治者為鞏固政權，給予旗人種種特殊優厚的待遇，

將旗人特殊化，在政治、經濟以及法律上給予他們諸多特權。儘管康熙

與雍正皇帝仍然實施一些看似齊民化的措施，例如：一改旗人犯罪免發

遣的規定，下令漢軍犯軍流罪者照律發遣；以及將屯住旗人編入保甲，

落實旗民合編保甲。但是，這些舉措之目的不在將旗人齊民化，而是在

於維持統治集團中核心成員的利益，開始將統治集團的外圍份子──八

旗漢軍排除在外。同時，當滿洲本位法令造成諸多流弊進而引起漢人不

滿時，統治者擔憂這種現象會危及其政權，故而有所調整。由此而論，

此一時期為特殊化的延滯時期，為了政權的穩定，滿洲皇帝採取妥協的

方式，放慢特殊化的進程。 

    自乾隆後期進入承平時代以來，儘管優先照顧旗人的宗旨係延續先

前的旗務政策而來，但就其具體辦法來看，政策的方向與先前已有很大

的不同。統治者不再透過扭曲政治經濟資源分配的方式來強調旗人的特

殊優越地位，轉而著重滿洲文化的發揚，藉著保存清語、騎射以及淳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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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尚等滿洲民族特質，豎立旗人與漢人的界線，從文化上強調八旗的優

越性與特殊性。與此同時，八旗既為「國家根本」，統治者依然相當重

視八旗生計問題。惟朝廷此時的作法與清初已有很大的差異，一改先前

剝奪漢人資源用以照顧旗人的方式，轉而直接動用國家資源予以照料。

儘管乾隆朝中後期已大幅度縮小滿洲統治集團，但集團成員仍然不斷繁

衍，對統治者來說，要讓這些新成員也擁有這種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

特殊性，實有其困難度。在政治方面，儘管旗人可以佔漢缺，但當此種

缺額不夠時，未披甲當差的旗人所享有的政治特權便越來越少，逐漸與

民人齊一。在文化上，受所處環境的影響，清語、騎射等滿洲傳統不再

適用，為了生活所需，旗人只好改採能適應當地環境的生活方式。在經

濟方面，當時八旗人口繁衍過於快速，超出清廷的供養能力，統治者只

好透過屯墾雙城堡與伯都訥的辦法，培養他們自謀生計的能力，使其與

民人一樣，自食其力。以上種種，皆縮短旗人與民人之間的差距，開始

了旗人齊民化的初始階段。 

    鴉片戰爭爆發之後，內憂外患不斷，戰亂與西力衝擊成為旗人與民

人共同面臨的問題。對滿洲統治者而言，為了籌措軍費，必須一改優先

照顧八旗的原則，轉而以國家財政利益為優先考量，下令削減八旗兵餉，

要求旗人共體時艱；甚至廢除旗民交產的禁令，不再保護旗人的房屋、

土地。這些舉措削弱了八旗在經濟上的特殊性，拉近了旗、民之間的距

離。同時，儘管滿洲皇帝仍然未放棄傳統的清語騎射，但為了因應西力

東漸所導致的劇烈影響，亦設置同文館與神機營，開始著手加強旗人的

外語能力以及洋槍洋炮的使用，企圖在維護滿洲民族傳統與遷就現實環

境之間取得平衡。換言之，為了西化與現代化，旗人必須與民人同步學

習西方事物，無法繼續在文化上強調其特殊性，加速八旗清語騎射能力

的消失。由此而論，儘管統治者仍然想要繼續維持八旗子弟的特殊性，

但戰爭需要大筆經費，迫使統治者削減八旗兵餉、廢除旗民交產。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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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現代化亦導致統治者不再像以往那樣重視清語、騎射，使旗人漸漸

與民人一樣開始接受西方事務。如此一來，使旗人與民人之間的差異性

逐漸縮小，加速了旗人齊民化的進程。 

    對滿洲統治者而言，先前的削減八旗兵餉與廢除旗民交產禁令係為

時勢所逼，所以自朝廷敉平太平天國動亂，國家社會秩序逐漸恢復之後，

便透過恢復八旗兵餉、推行移旗屯田、照顧八旗孤寡、再度頒布出旗為

民諭旨、恢復旗民交產禁令以及發放生息銀兩等方式，儘快重拾優先照

顧八旗生計的傳統。這些舉措乍看之下，大都是繼承自康熙朝以來就一

直存在的傳統作法；但若仔細觀察便可發現，統治者在繼承傳統的同時，

亦因應時代變化而做了些許調整。然而，由於此時的清朝政權已不像先

前那樣強盛，故統治者無能亦無法繼續確實維持八旗人等的特殊權利。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統治者為解決八旗生計問

題所頒布的出旗為民諭旨，卻更加促使旗人在經濟上的齊民化。由此可

知，在秩序恢復時期，儘管滿洲皇帝想要再度恢復八旗的特殊性，但力

有未逮，顯示旗人可否齊民化，皇帝的能力實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甲午戰後，列強在中國競奪路權、礦權，強占港灣，畫分勢力範圍，

侵逼日亟，清朝政權岌岌可危，優惠旗人的政策因此迭遭質疑，如何消

弭旗民之間的差距，遂成為當時主要的旗務問題。面對此一問題，滿洲

統治者採取籌畫旗人生計、改革八旗教育以及化除滿漢畛域等方式，企

圖以政府的力量拉近旗、民之間的距離，進而穩固政權。這些舉措，使

旗人的齊民化擴及至政治、法律、教育、婚姻等層面，並且更加縮減旗、

民之間的距離。然而，從新政的各種作為來看，統治者對旗人的各種照

顧仍然優於漢人，且依然不肯放棄自身與近支宗室的特殊權利。應該說，

假以時日，或能達到全面齊民化，惟尚未達成，清朝統治旋即引起反感，

故僅可將此階段視作旗人齊民化的全面展開。迨清朝政權瓦解之後，旗

人已不再是統治階層，以往所享有的特權大多業已消逝，甚至有旗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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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承認自己具有旗籍，想盡辦法消除其特殊性，以求生存。如此一來，

儘管還有少數的清遺民在心態上不願意齊民化，亦有一些旗人仰仗民國

政府的優惠條款繼續維持著原來之特權生活，但絕大多數的旗人都不得

不齊民化了。 

    綜觀而論，旗人齊民化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是朝著反特殊化的方向進

行，當八旗的特殊化發展至成熟階段時，就開始了齊民化的歷程。換言

之，旗人逐步卸下特殊性的過程，即為一種齊民化。從旗人在政治上的

特殊性而論，清代官職缺額共分宗室缺、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

軍、內務府包衣缺以及漢缺六個等級，其中，旗人可以占用漢缺，但漢

人卻不可以擔任滿缺，旗人任官上的優勢不言而喻。然發展至晚清，漢

人官員已可以開始擔任以往只有旗人才可以擔任的職務，且朝廷所設置

之外務部等新的行政機構，亦各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消

除了旗人在政治上的特殊性，逐漸與民人齊一。 

    就八旗在法律上的特殊性來說，自清初以來，儘管旗人與民人皆在

《大清律集解附例》的適用範圍內，但旗人在法律上享有用鞭責枷號取

代正刑、犯罪免發遣以及不歸州縣地方司法管轄等民人所未擁有的特殊

待遇。旗人這種特殊的法律地位，一直要等到清末司法改革期間，劃一

刑律與審判機構時，才徹底消失，在法律上逐漸走向齊民化。 

    從旗人在經濟上的特殊性來看，八旗子弟向來免服差徭，免繳糧草

與布匹，且仰賴朝廷的俸餉養贍，不事生產。然而，當八旗人口繁衍速

度過快，或國家財政拮据，致使統治者無力繼續照顧所有旗人的時候，

朝廷只好採取移旗屯田、削減八旗兵餉、廢除旗民交產禁令等措施，不

再保障八旗生計的來源。降及清末，清廷甚至興辦各種實業，並將八旗

編入新軍與編練警察，要求八旗子弟自謀生路，自力更生，脫離朝廷的

養贍，使其民人一樣，自食其力，加速旗人在經濟上的齊民化。 

    就八旗在文化上的特殊性而言，清語、騎射以及淳樸風尚向來被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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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視為「旗人根本」，並以此做為標識旗人身分的核心文化特徵，豎

立與漢人之間不可踰越的界線，從文化上強調旗人的優越性與特殊性，

進而穩固清朝的統治基礎。然而，對旗人而言，選擇文化的動機，係來

自日常生活的所需，與其所在環境關係密切，而不是由皇帝的主觀願望

與權力來決定的，亦是朝廷政令所無法改變的。因此，無論統治者如何

不斷地強調清語騎射的重要，並要求革除漢習，但八旗子弟的表現卻與

之背道而馳，選擇能適應所處環境的生活方式維生，因而逐步齊民化。 

    不過，八旗人等既為「國家根本」，統治者所制定之旗務政策的宗

旨，本應在於保護旗人，並透過各種方法維持旗人與民人之間的界線，

進而鞏固滿洲政權。惟就政策的實際執行結果來看，這些旗務政策最終

卻導致旗人無論在權利、日常生活、風俗文化等各方面，均於潛移默化

之中，逐漸與民人融合，逐步走向旗人的齊民化。這樣的結果，恐為滿

洲統治者所始料未及。探究這種政策與實施結果之間的相互矛盾，實與

在地化、西化以及滿洲統治者本身三項因素關係密切。首先，自入關以

來，居住於漢地的八旗子弟受所在環境的影響，清語、騎射等傳統文化

已不再是日常生活所需，對他們來說，必須要額外花費並支出更多的時

間與精力，始能學得。相較於上層旗人較有能力負擔這些額外的支出，

故較能維持滿洲傳統文化；一般旗人連溫飽都有困難，更遑論負擔這種

額外的支出，因而逐漸放棄清語、騎射等「旗人根本」，在日常生活與

文化風俗上逐漸融入當地社會，較早走向在地化。其次，為因應戰亂與

西力東漸帶來的劇烈影響，清中期以後的滿洲統治者著手加強旗人的外

語能力以及洋槍洋炮的使用，致使八旗人等不再堅持傳統的清語、騎射

等滿洲文化根本，轉而開始與民人一樣，漸漸西化、現代化，接受西方

的語言與船堅砲利，邁向另一層面的齊民化。再次，就滿洲統治者所扮

演的角色而論，統治者一直想要維持旗人的特殊性，且不願意放棄八旗

的特權。然當客觀條件不允許滿洲皇帝這麼做，或其力有未逮時，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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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放棄傳統，甚至減少對旗人的照顧，間接導致他們逐漸齊民化。換言

之，當統治者還有能力繼續維持八旗的特殊性時，旗人齊民化的進程較

為緩慢，但當統治者不再像以往那樣有能力時，齊民化的進程就會加速，

此為統治者施政政策與現實環境之間的拉鋸。旗人齊民化的這種結果，

實為皇帝的的主觀願望與權力所無法控制；一直要到清末，受消弭滿漢

畛域浪潮高漲的影響，統治者才意識到卸除旗人特殊性的重要，不得不

以政府力量推動八旗的齊民化。而齊民化最終的走向為何，端看西化與

在地化何種力量較大，惟兩者最終皆會導致旗人與民人相差無幾，逐漸

相互融合。 

    1996 年，羅友枝(Evelyn Rawski)歸納過去十多年的清史研究成果，

對以往的漢化觀點提出質疑，認為中國歷史上的非漢民族征服政權，始

終存在著抵制漢化的意識；而滿洲統治者則融合了內陸亞洲與漢人思想

意識，形成新的統治權，從而建構多民族的帝國，成為清朝統治中國成

功的關鍵。對此觀點，何炳棣加以駁斥，他認為漢化是一個漫長、複雜

且持續不斷的進程，如果拒絕接受「漢化」觀點，則無法解釋滿族何以

能夠成功地統治中國。 

    何炳棣聚焦於旗人被漢人同化的結果，強調漢文化對非漢民族的作

用力；羅友枝則是站在滿洲統治者的立場，主張「滿洲中心觀」，認為

中國歷史上的非漢民族征服政權，始終存在著抵制漢化的意識。其實，

無論是羅氏或何氏的觀點，皆言之有據，但是因為兩人切入角度的不同，

所以形成了一場王成勉所謂之「沒有交集的對話」。但是，透過本文的

研究可知，單就統治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無法看清楚問題的全貌，而須

同時站在一般旗人與民人的立場來檢討政策執行的結果與成效；而且，

單從漢化的角度切入，無法描述旗人受所處環境與西化之影響進而與民

人逐漸相似的現象與過程。再者，「漢化」一詞既缺少清晰明確的定義，

亦沒有精確衡量的標準，且富有漢民族優越意識的內涵。因此，跳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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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中心觀與漢化的思考框架，改從齊民化和在地化的視角觀之，或許可

以對這場沒有交集的論爭提出一些不一樣的見解。 

    透過清中期以後旗務政策的研究，可以彌補目前學界對八旗研究的

不足，擴展清史學界的視域。惟本文所探討的旗務政策，係一種由上而

下的討論。如此研究路徑固然有助於深入了解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但

一般旗人面對時局的轉變該如何自處？是否自有一套與朝廷不同的因

應之道？其與民人對於這些旗務政策的回應與感受又是如何？上述問

題實有賴更多非官方文獻的運用，亦或許是值得更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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