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代羌人的社會政治組織與族群認同 
 

朱聖明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    

 

提要 

兩漢時期，由於外在環境的差異，影想各羌落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各不相同，

加上涵蓋所有羌人的決策機構尚未形成，大多數羌落在與漢朝的互動中均能自主

地進行政治抉擇。受其影想，在漢代羌人中曾先後產生與同時存在過「部落」、「部

落聯盟」、「國家政權」三種不同層次的社會政治組織。與之對應，羌人的族群認

同亦呈現出層次性和多樣性。整體而言，漢代羌人無論是在政治組織、社會結構

還是族群認同上都與商周「羌人」極為類似。對漢代羌人生存狀態的考察，或許

可為我們探討商周「羌人」群體的彼此差異及族屬問題，更好地理解商周秦漢「華

夏」西緣復雜的人群生態和政治格局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或解釋模式。 

關鍵詞：羌人 羌落 羌聯盟 羌政權 族群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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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百年來，學界在羌人歷史的研究上涌現出了大量的學術成果，牽涉到不同

歷史時期羌人的來源與流變、分佈與遷徙、社會文化生活、與他族的關係等各個

方面。1其中，新近影想最大的無疑當屬王明珂先生以歷史人類學方法對羌人展

開的系列研究。自 1997 年以來的十余年間，王明珂先生先後在島內與大陸出版

了《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

類學研究》、《蠻子、漢人與羌族》、《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

等多部有關羌人研究的論著。在這些著作中，王先生認為歷史上並不存在一個「羌

族」，「羌」只是華夏對西方異族的泛稱；在特定的地理環境與遊牧經濟作用下，

被泛稱為「羌」的人群，只是眾多大小不等的分散性部落，他們彼此之間相互攻

殺劫掠，並未形成強烈的族群自我認同。作為其所謂「民族史的邊緣研究」方法

的具體例證，王明珂先生對羌人的研究遵循或踐行着其一貫的「邊緣」研究模式

與風格。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浸染了該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在上述王著中，其一

再強調羌人居地的地理環境及分散化遊牧經濟對羌人族群認同的決定性作用，並

輔之以現代羌人的田野調查材料，以此來論證說明位於華夏邊緣的羌人在自身族

群認同上的主導性與分散性。如羅豐等先生指出的，
2這一研究理路忽視了「邊

緣」與「中心」的政治文化互動及這些互動給邊緣族群之認同帶來的重要影想。

具體到兩漢時期，王先生在羌人的凝聚及族群認同上較少關注漢羌互動的因素及

                                                        
1 參閱耿靜，〈羌族研究綜述〉，《貴州民族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173-176；常倩，〈近百年來羌族史

研究綜述〉，《貴州民族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112-116；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頁 1-19。 
2 羅豐，〈什麼是華夏的邊緣——讀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國史研究》，2008 年，

第 1 期，頁 171；張雲，〈民族歷史學研究的一股清風——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

人類學研究》讀後〉，周偉洲編，《西北民族論叢·第 6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348-357。 



 

其作用。 

與之相反，常倩則認為漢代羌人逐漸形成了極強的凝聚力，且在東漢時產生

了強烈的族群認同。其將促使羌人凝聚的因素歸納為三點：一是羌人內部的種姓

家支制度；二是漢代統治階級的治羌政策；三是華夏對羌人的歧視。
3這種論斷

同時考慮了羌落內外可引致團結、促成認同的因素，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

為了論證羌人的凝聚，它又過於忽略了羌落之間一直存在的彼此分枝獨立、相互

攻伐的事實。誠然，眾多事例表明，東漢中後期在某些羌落間的確產生了顯著的

族群認同。但是，這些羌落並不能代表羌人之全部。漢代各羌落因所處地域不同，

與漢人、中原政權的接觸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在此種情況下，各部羌人所體現出

來的族群自我認同的程度及特點當然也就不盡相同。 

自戰國初年以來，出現在中原史籍記載中的羌人均分佈於華夏（諸夏）西部

邊緣的高原河谷地帶。在特定的地理環境及生計模式作用下，這些羌人集結成許

多個獨立分散的部落，彼此抄掠、相互攻殺。隨着中原政權的向西擴張與開發，

以及內徙羌人於邊郡，某些羌落與中原的互動漸趨深入，突破單一羌落的族群凝

聚力逐步形成。在此基礎上，部分羌落開始以結成部落聯盟乃至建構國家政權來

抵禦外界壓力。及至漢代，羌人中間便出現了部落、部落聯盟、國家政權三種不

同的社會政治組織。這三種組織不光只是伴隨漢羌互動的深入而相繼出現，在一

定歷史階段內它們還是一種並存的關係。即並不是所有的羌落都結成聯盟，亦非

所有羌人均被納入到羌人政權的管轄之下。同樣是諸多羌種的聯合組織，羌聯盟

與羌政權集結下的羌人種落及其所處地域也各不相同。因此，單純以分化的羌落

或聚合的羌聯盟或一定集權化的羌政權來論證羌人族群認同的程度及特點都未

                                                        
3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貴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4-80。 



 

免有以偏概全、管中窺豹之嫌。 

有鑒於此，本文將基於眾多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考察漢代諸羌的分

佈及其地緣環境，分析各種導致羌人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從而弄清三種羌人社會

政治組織得以產生並存在的內外條件。在此基礎上，逐一解析不同社會政治組織

下羌人的族群認同意識。同時，本文還將兼顧考察商周「羌人」的生存狀態，以

期明曉其與漢代羌人在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及族群認同上的某種類同關係。筆者

認為這種長時段、整體視野下的審視與剖析不僅能使我們更好地瞭解漢代羌人族

群認同的具體程度及其特點，亦有助於推進對商周「羌人」的研究。 

 

二、何謂「羌」？「羌」之抉擇？ 

自商代起，羌人便與中原政權及人群開始了密切的交流。殷墟甲骨文中出現

了大量關於羌、羌方、北羌、馬羌等的記錄，這些羌人或曾與商人彼此敵對、戰

爭相向，或曾臣屬服事於商朝；在先周時期，羌人中文明程度較高的姜羌與周人

世代通婚。武王伐紂，羌為與周聯盟的西土八族之一；兩周時期，羌人中除與周

王室關係密切的一些姜姓諸族得以分封建國外，其他羌人則被涵括在更為廣泛的

「戎」之稱謂中，很少以「羌」稱在史籍中出現。戎人中很大部分是羌人，此已

成為前賢之共識。
4這些羌戎與西周王朝及東周時期的晉、秦等國發生關係最多，

其中既有和平共處，亦有激烈戰爭；5西漢武帝時，漢朝為隔絕羌胡交通，「斥逐

諸羌，不使居湟中」。6因受逼於漢，「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7宣元時

                                                        
4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63。冉光榮等先生認為姜氏之戎（包括伊

洛之戎、陸渾之戎等）、允姓之戎、義渠都屬羌人系統；臺灣劉文起先生亦認為羌族為西戎一支，羌戎、

陸渾戎、義渠戎等，名雖為戎，而實皆為羌。分別參見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成都：四

川民族出版社，1985），頁 36-44；劉文起，《王符〈潛夫論〉所反映之東漢情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5），頁 251。 
5 參閱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63-76。 
6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64，頁 3006。 
7 范曄，《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87，〈西羌傳〉，頁 2877。   

http://dict.baidu.com/s?wd=%B9%DC%D6%D0%BF%FA%B1%AA


 

期，漢人勢力又逐步滲入河湟地區，並與當地羌人發生劇烈衝突。東漢以降，羌

人叛亂日漸頻繁，與漢朝之間戰爭不斷，成為嚴重威脅漢祚存續的「羌禍」。 

從以上作為典范的早期羌史可知，在商代到東漢這一漫長的時期內，羌或羌

人始終在中原政權西部族緣關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這些與中原發生關聯

的羌或羌人卻均分佈在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歷史源流與社會政治形態。 

關於商代羌人。陳夢家先生認為所有與羌有關的方國都在山西南部與河南；
8

李學勤先生通過對商王田獵區域的分析，認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地方；9黃

烈先生考證認為卜辭所見「羌方」活動地域主要在晉西南，以及黃河西岸陝西境

內的一部分和黃河南岸河南境內的一部分。他認為「羌方無疑是羌族中最大的軍

事部落集團」，而北羌、馬羌則是指「羌方以外的羌族集團」；
10張天恩先生則主

張直到殷墟文化第二期，商文化還覆蓋着晉南和關中的大部分地區，因此殷墟

一、二期卜辭中的羌族文化不會處於這兩個地區。其主張卜辭所記「羌」及「羌

方」所對應的考古學文化為分佈於今關中西部和甘肅東部地區的劉家文化，卜辭

所載商王朝與羌方的大量戰爭主要發生在商文化與劉家文化之間。
11  

關於先周時期的羌人。黃烈先生認為與周人通婚的姜羌處在周原東側，其文

明程度要高於羌方，「姜羌可能是與羌方同族的另一支」。12黃先生將劉家文化定

性為姜戎文化，認為其與「姜嫄之國」存在莫大關聯，其所屬人群已經開始了定

居生活。13另外，他還指出與周聯盟伐紂的「羌」實為「（商代）羌方之羌，而非

                                                        
8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頁 281。 
9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 77-80。 
10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52，49。 
11 張天恩，〈殷墟卜辭所記「羌方」的考古學文化觀察〉，收入氏著，《周秦文化研究論集》（北京：科學出

版社，2009），頁 66-68。 
12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57。 
13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59-60。同時，黃先生又指出劉家文化可能與卜辭所見羌方和羌更為

接近（同書，頁 59），而劉家文化的范圍與其考證的羌方活動地域存在一定偏差。 



 

隴右塞外的西羌」。14李健勝等先生亦持此觀點。15 

關於兩周時期的羌戎。據傳世文獻及西周金文的記載，穆王特別是厲王之

後，宗周與其西、北方的諸戎一直持續着頻繁而激烈的衝突。平王東遷後，「戎

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
16這其中便有被認作是羌人的伊

洛之戎、陸渾之戎、允姓之戎、姜戎等。他們或趁西周滅亡自行東進，或為秦、

晉所招徠遷徙，主要活動在今山西和河南西部一帶。關中地區則依然是諸戎雜

處，其中尤以義渠戎最為強大。秦滅義渠後，以其地置隴西、北地、上郡三郡，

由此可知義渠戎勢力之盛及其在周秦之際的主要活動地域。據《史記·秦本紀》：

「（秦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則義渠有王；「（秦惠王更元十年）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則義渠城池眾多。此外，義渠王還重用來自「華夏」（晉國）

的賢臣由餘，讓其出訪秦國。戰國著名謀士陳軫曾言：「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也。」
17凡此種種，足見義渠是一個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黃烈先生認為義渠為

「有政權之國，非泛稱部落之類」。他指出義渠建國甚早，很可能是商代羌人和

羌方的後裔中未被融合的一部分重新集結，建立了政權。18 

關於漢代羌人。根據傳世及出土文獻的記載，與漢帝國發生關係的羌人有河

湟羌，天山南路之羌（婼羌、赤水羌），河西之羌，19蜀、廣漢徼外之羌，東羌等。

按《後漢書·西羌傳》的說法，蜀、廣漢徼外羌和河湟羌同為無弋爰劍之後。20此

                                                        
14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62。 
15 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頁 88-89。 
16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2。 
17 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70，〈張儀列傳〉，頁 2303。 
18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74，77。 
19 漢代河西羌人的活動多通過西北簡牘材料展現出來，可參閱張德芳，〈懸泉漢簡羌族資料輯考〉，《簡帛

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上冊，頁 364-365；高榮，〈敦煌懸泉漢簡所見

河西的羌人〉，《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 10期，頁 100-106；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

頁 132-141。 
20 居延漢簡所示，河西羌人中有「卬羌」。馬智全先生認為其與爰劍之孫卬有關。何光嶽先生主張卬羌的

遷徙路線是先至賜支，後復西行祁連山，進入河西。分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

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冊，頁 233；馬智全，〈從出土漢簡看漢代羌族部族〉，《絲綢之路》，

2011年，第 6 期，頁 7；何光嶽，《氐羌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頁 220。 



 

二者與西域南道之羌、河西之羌因處秦漢帝國西陲，均被泛稱為西羌。東漢時，

羌人中又出現了東羌的稱謂。胡三省曾對漢代東、西羌下過定義，其謂：「羌居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

羌」。
21現代學者對此區分有着不同看法。黃烈先生認為：「西羌仍指原來意義上

的西羌，而東羌則系指被內徙的羌人。」22其以地域為限，將所有進入塞內留居

的羌人均視為東羌。馬長壽先生更試圖在源流上將二者區分開來，他認為東羌的

來源有兩部分：一是西漢時隨匈奴而來的羌胡之羌；二是從金城、隴西遷來的西

羌。
23近年來，陳琳國先生又在各家基礎上對羌分東、西進行了精細考證。他認

為胡注關於東、西羌的界定是正確的，「東羌是東漢時分佈在朔方、上郡、北地、

雲中、五原、西河地區的羌人，他們早在先秦時期就移居於此；西羌是分佈在隴

西、漢陽西及金城地區的羌人。後來進入東羌聚居地的西羌融入了東羌，而內遷

入關中者，則仍為西羌」。24陳先生的論證極為精當，其說可信。 

除文獻所記載的羌人外，還有考古學上被視為可能與羌人有關的甘青地區的

文化遺存。俞偉超先生在對卡約、寺窪、安國等考古學文化進行綜合考察的基礎

上認為「它們相互之間的關聯和各自具備的特有的表徵，說明它們都是羌人文

化，但已經形成為幾個明顯的分支」。他還指出三種文化各自發展的程度並不一

致，卡約和寺窪應當是羌人不同種姓的遺存，而安國式遺存則屬於羌人中文明程

度較高的姜姓部落。
25田旭東先生對寺窪、安國等文化遺存所屬人群及彼此關係

                                                        
21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52，胡三省注文，頁 1689。 
22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87。 
23 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 106。 
24 陳琳國，〈東羌與西羌辨析〉，《史學月刊》，2008 年，第 4 期，頁 37。陳先生認為東羌的淵源可上推到

春秋戰國時代。近來，李健勝先生等提出新說，主張商代的羌方亦可被稱作「東羌」。參見李健勝、武剛

等，《早期羌史研究》，頁 113。 
25 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探討〉，收入氏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85。 



 

的主張大體與俞先生相同。26但這些遺存因遠離商文化的分佈區，與商王朝發生

衝突、矛盾的可能性很小，不太可能是卜辭所說的羌和羌方。27  

另外，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羌人當中流傳着各自不同的祖先傳說。中原

文獻對各地羌人來源及與「華夏」關係的描述也不盡一致。如不同史籍分別將羌

族及諸姜與炎帝、共工、伯夷、禹、四嶽、三苗、無弋爰劍等人物相聯繫起來。
28

對於這些關聯，民族史學者反應不一，或支持或懷疑，29亦有持折中說者。如針

對《山海經·海內經》中氐羌為伯夷之後與《左傳》、《國語》中姜姓羌戎出自四

嶽的矛盾，李紹明先生就指出氐羌出自伯夷父是氐羌系統諸族的共同傳說，而四

嶽之後則是氐羌中一支姜姓諸種的傳說。
30  

根據上述分析，商代以來，「羌人」在山西、河南及其以西的廣大地域均有

出現。不同歷史時期與中原政權相接觸的「羌人」分處在不同區域，在社會政治

形態及文明程度上也存在較大差異。對於如何理解「羌人」的廣布與彼此之間的

差異性，學界存在兩種不同解釋。一是認為「羌」為族稱，其分多種，諸種雖相

異明顯，卻仍屬同族。這種說法在很長時間內佔據主流，很多有關羌族研究的論

著均做如此處理。31前述黃烈、李紹明、陳琳國、俞偉超等先生還試圖在歷史淵

                                                        
26 田旭東，〈從寺窪文化看古羌族文化與周文化之關係〉，《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6 年，第 2 期，頁 85-88。 
27 張天恩，《殷墟卜辭所記「羌方」的考古學文化觀察》，頁 68。 
28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周語下〉，頁 94-97：
「（共工）欲壅防百川，……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之從孫四嶽佐之，……皇天嘉之，……

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國語集解》，〈晉語四〉，頁 337：「炎帝以姜水成，……炎帝為姜」；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莊公二十二年〉，頁 224：「姜，大嶽

之後也」。楊伯峻注：「大岳即四嶽」；《春秋左傳注》，〈哀公九年〉，頁 1653：「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徐宗元輯，《帝王世紀輯存》（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 49:「（禹）長於西羌，西夷人也」；袁珂校注，

《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卷 13，〈海內經〉，頁 525:「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

龍是始生氐羌」；司馬遷，《史記》，卷 15，〈六國年表〉，頁 686：「故禹興於西羌」；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69，2875：「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

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 
29 參閱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40-47。 
30 李紹明，〈論氐和羌、戎的關係〉，《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80 年，第 4 期，頁 25-26。  
31 此類論著甚多，茲不枚舉。羌為中國最古老民族之一的觀點目前依然在社會上及學術界廣為流行。現行

羌族通史性著作對該族歷史的書寫也多從古史傳說時代延續到近現代。如前揭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

等著《羌族史》及新近出版的耿少將所著《羌族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均如是。 



 

源（商代羌方與西土羌族、義渠國）、族源傳說（氐羌系統與姜姓諸種）、地域相

近（先秦羌人與東漢東羌）、文化特徵（卡約、寺窪、安國等文化所屬人群）上

證明某些「羌人」之間的彼此關聯。一些學者則對不同歷史時期、地域下各種「羌

人」間的關係持較為謹慎的態度，僅強調其所指人群的不同。如韓國學者姜允玉

既主張商代甲骨文中的羌字是特定民族之族名，春秋中期之後經籍中亦有將羌字

用作族名者。與此同時，她又指出殷周羌族、周代姜姓諸族、考古「姜炎文化」、

漢代河湟羌族等群體隨着時代改變有着不同的內涵。
32李健勝等先生認為商周秦

漢的羌人部族存在東西分野情況，其分佈區域及文化發展程度不一。
33 

另外一種解釋則視「羌」為泛稱，其包含多個民族。傅斯年先生很早便指出：

「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名詞，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只以地望銜接的關係，被漢

人一齊呼做羌罷了。」34黃烈先生早時也認為：「羌是就社會生產的特徵而言，有

着畜牧者的廣泛意義。……如多馬羌、北羌、羌方等，很難說這些部落間都有血

緣關係或者族屬關係，至於後來河湟地區的羌人與早期的中原羌人，更難說有多

少共同之點。」
35羅琨先生認為：「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義並非僅限於羌方的臣民，

而是對西北遊牧民族的統稱。」36 王俊傑先生也指出：「商周的羌是對諸遊牧部

落的泛稱，不是一個族名。……秦漢的羌是漢代對河湟地區土著遊牧部落的泛

稱。他們與商周的羌雖然同稱為『羌』，但二者之間沒有淵源關係。」37何光嶽先

生則認為存在一種廣義的羌人，包括戎、氐、羌三大部分。38而將此說發揮到極

致的無疑當屬王明珂先生。其明確指出「羌」並不是世代居住在中國西疆的某一

                                                        
32 姜允玉，〈羌、姜同源說辨正〉，《中山大學學報》（廣州），2001 年，第 3 期，頁 43-48。 
33 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頁 59-61，112-113。 
34 傅斯年，〈姜原〉，收入氏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68-69。 
35 黃烈，〈有關氐族來源和形成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1965 年，第 2 期，頁 105。 
36 羅琨，〈商代人祭及相關問題〉，胡厚宣主編，《甲骨探史錄》（北京：三聯書店，1982），頁 145。 
37 王俊傑，〈論商周的羌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羌〉，《西北師大學報》，1982 年，第 3 期，頁 92。 
38 何光嶽，《氐羌源流史》，前言部分，頁 1。 



 

「民族」，而只是代代存在於華夏心中一種對西方異族的「概念」。在此基礎上，

他還考察分析了從商代到漢代，隨着華夏向西擴張，羌人概念及所指地理人群向

西漂移的過程。
39其指出：「並沒有這樣一個『羌民族』在歷史中延續。『羌』只

是中國人的一種異族想像。」40   

總體而言，在現有條件下，要想徹底弄清商周不同地域「羌人」的具體內涵

和彼此之間的淵源關係是極為困難的，這也非筆者能力所及。事實上，學界對羌

人早期歷史的研究亦多有推論、猜測的成分。筆者在此所以詳述前輩學者對商周

「羌人」分佈及社會政治形態的研究是為了論證說明以下兩點：一是不同時期的

「羌人」在與中原的互動中形成了不同的社會結構，分散部落（諸戎）、部落集

團（羌方、北羌等）、國家（義渠戎）均有之。《後漢書·西羌傳》也注意到了政

治互動對戎人（「羌人」）社會政治結構的影想，其言：「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

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

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為酋豪云」；
41二是同一

時期的「羌人」群體因所處外在政治、文化環境的差異可以有着不同的社會政治

形態和文明發展程度。如商周之際的羌方、姜戎以及卡約、寺窪、安國等考古文

化遺存所屬人群。又如周代的姜姓諸侯國與姜戎部落。顧頡剛先生曾言：「申呂

齊許者，戎之進於中國者也；姜戎者，停滯於戎之原始狀態者也」，42這也是同時

代「羌人」處於不同文明形態的顯例。 

筆者認為此兩點對於我們理解漢代羌人不同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及其影想

下的族群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拋開前述一些學者對不同時期同一地域

                                                        
39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46-162。 
40 王明珂，《蠻子、漢人與羌族》（臺北：三民書局，2003），頁 124。 
41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5。 
42 顧頡剛，〈九州之戎與戎禹〉，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 7

冊下，頁 125。 



 

或同一時期不同地域「羌人」淵源的探討不論，即便這些「羌人」彼此之間不存

在任何族屬關係，他們在生計方式上的相似之處卻是無法抹殺的。以往倡導「羌」

為泛稱的各學者也多只是否定不同地域或歷史時期的「羌人」在血緣、族屬上的

淵源關係，而並未認為這些「羌人」在社會生計模式上有何二致。他們都視各時

期「羌人」為畜牧或遊牧人群。唯王明珂先生對此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在《後漢

書·西羌傳》中范曄是有意將戎與漢代西羌的歷史相互關聯，而事實上戎人在文

化、社會結構、經濟生態等方面都與漢代河湟羌族有着相當大的差異。其指出： 

河湟羌族直到西漢前期還與中國無甚關聯，而諸戎則相當受華夏文化的

影想。河湟羌族是遊牧人群；戎相當依賴蓄養動物，但春秋時的戎人並非遊

牧人群。河湟羌族為了適應遊牧生活，早已發展出由大小豪酋統治的分裂性

社會結構；各個戎的群體，則統於單一的領袖。《後漢書·西羌傳》的作者似

乎也注意到，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的領袖也自稱「子」，以及戰國時大荔、

義渠戎的領袖也自稱「王」，這與西羌有着相當的差異，因此他以「（戎）餘

種皆反舊為酋豪」來做解釋。事實上，分裂性結構是許多遊牧社會的特色，

這與當地的經濟生態與人群親屬關係都有密切的關聯，並不是輕易可以變來

變去的。43 

在我們看來，王先生的這一對比似乎並不穩妥。首先，華夏文化對諸戎的顯

著影想只限於所有被泛稱為「戎人」的群體中的一部分，那些與諸夏之國接觸較

少或全無交集的戎人所受華夏文化的沐澤是微乎其微的。而兩周時期與「中國」

關聯甚少的河湟羌族也正是被概稱在「西戎」之內的；其次，對於羌人能否被定

位成嚴格意義上的遊牧人群，學界尚存爭議。王明珂先生明確指出以高原、高山

                                                        
43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 150。 



 

河谷遊牧為主的西羌是漢代北方遊牧社會的一種類型。44在考察西羌的經濟生態

時，他雖然注意到了漢代河湟羌人在定期的季節移牧之外也從事農業生產，並認

為可用於耕種的河谷地在羌人生計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其終究只是將農作視為羌

人的一種輔助性生計活動。然在鐘焓先生看來，西羌這種同時需要到山地牧放牲

畜和在河谷經營農業的經濟形態近似於高山—低地輪換式放牧業，是一種利用環

境資源的混合經濟方式，不應被劃歸遊牧的范疇。
45從河湟羌人與漢朝對適宜農

耕的肥美河谷（如大小榆谷等）的殊死爭奪、羌人大量農田的存在及漢軍動輒從

羌落擄獲麥谷數萬斛乃至數十萬斛等事實可知，
46農作在羌人生計中的地位不該

只是輔助性的。因而，鐘先生對西羌經濟形態的判定似乎更為合理。另一方面，

有關「戎狄非胡」的觀點越來越為眾多學者所接受。47這種觀點認為戰國以前「戎

狄」所處地域是遊牧經濟與農業經濟的「過渡區」，其生計方式是一種農牧兼營

的混合經濟。只是後來伴隨諸夏的壓迫，戎狄所在區域才漸入遊牧化的進程，發

展出真正的草原遊牧經濟。因此，從生計結構上看，「羌」與「戎」亦有着較大

的相似性；再次，戎統於單一領袖並稱「王」、稱「子」是在與諸夏之國互動的

過程中產生的，其初始狀態並非如此。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諸戎）各

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48此又與河湟羌人

                                                        
44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前言部分，

頁 11。 
45 鐘焓，〈歷史學研究的人類學化及其存在的問題——評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

部族》〉，達力紮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 3 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頁 243-244。 
46 趙充國上疏宣帝陳述屯田規劃時說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

上。」參見班固，《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69，〈趙充國傳〉，頁 2986；《後漢書·

西羌傳》提到：「（貫）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後漢書》，

卷 87，〈西羌傳〉，頁 2883）；《後漢書·來歙傳》則有「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

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後漢書》，卷 15，〈來歙傳〉，

頁 588）的記載。 
47 相關論述可參閱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224-232；林沄，〈戎狄非胡論〉，收入氏著，《林沄學術文集·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3-6；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 87-93；楊建華，〈中國北方東周時期兩種文化遺存辨析——

兼論戎狄與胡的關係〉，《考古學報》，2009 年，第 2 期，頁 155-183。 
48 司馬遷：《史記》，卷 110，〈匈奴列傳〉，頁 2883。另據前引《後漢書·西羌傳》記載，戎本無君長，在



 

種類繁多，各散居河谷的生存狀態極為相似；最後，分裂性社會結構的產生、維

繫與各部落相對獨立的地域環境是密不可分的。當外部政治環境發生變化時，其

原有社會結構理應有所調整來適應或應對。此時，分散的部落可以為了某種共同

利益團聚在一起，結成聯盟或建構國家。如漢代河湟羌各種落「解仇結盟」，先

零別種羌豪滇零自稱「天子」、建立政權等行為都是對其內部原有分裂性社會結

構的突破。在遭受漢軍打擊後，聯盟分散，政權衰敗，這些羌落又重歸分裂狀態。

上述例子均能說明，在外部不同政治環境的作用下，各分散部落的社會結構是可

以靈活變動的。 

王著《遊牧者的抉擇》將漢代中國北方遊牧社會分為三種類型：一、以草原

遊牧為主的匈奴；二、以高原、高山河谷遊牧為主的西羌；三、以丘陵森林草原

遊牧為主的鮮卑、烏桓。它們可分別結成「國家」、「部落」、「部落聯盟」三種不

同的社會政治組織。王氏認為這些社會政治組織都是遊牧經濟的一部分，它們是

為配合各種特定遊牧經濟而產生的。
49由此，他試圖給中國北方遊牧部族的歷史

發展尋求一種貫穿古今的解釋模式：因生計模式的相似，人們在社會政治組織發

展、與中原（農業地域）的互動上有着大致相同的運行軌跡。如其指出後世地處

中國西北及西部青藏高原東緣、遵循高原河谷模式發展的民族與西羌一樣多處於

分裂性結構之「部落」中。50對於王明珂先生的解釋模式，鐘焓先生有着較為詳

細的評介與批判。他主張王氏這一宏大敍事的解釋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取決於基本

史實的審查檢驗。具體到漢代西羌分佈地區，他指出歷史上的蘇毗、附國、青唐

                                                                                                                                                               
與華夏（諸夏）的互動中，戎人出現了類似華夏（諸夏）的君臣階序。在其衰亡後，又重新恢復到舊時

酋豪分立的局面。因此，司馬遷與范曄口中的「君長」有着不同含義。《史記·匈奴列傳》中的「君長」

當理解為部落酋豪；《後漢書·西羌傳》中的「君長」則為單一的集權化的「子」、「王」。由此，戎本無

君長與范曄所謂西羌「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很是類似。東漢應劭更明言羌與西戎在社會結構上有着同

一性：「羌本西戎，……無君臣上下，健者為豪，不能相一。」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

華書局，1981），頁 488。 
49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前言部分，頁 11-12。 
50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前言部分，頁 13。 



 

羌、吐谷渾等政權的組織形式都高於「部落」一級，這些都是王氏所謂高原河谷

模式不可回避的反例。51鐘先生所舉諸例均在魏晉之後，事實上，早在秦漢之前

就有相關異例存在。前述可知，拋開具體族屬不論，商周時期某些經濟生活方式

類似的「羌人」群體卻有着不同的社會結構，在政治文明形態上亦存明顯差異。

這些足以證明，為適應分散化經濟生態而形成的「分裂性社會結構（部落）」是

可以被打破的。而此類異例的形成無不與群體所處外在環境及其與中原政權的互

動程度密切相關。 

作為對不同遊牧社會歷史發展模式（王氏稱為「歷史本相」）的補充，王明

珂先生也指出了模式的可修正性和可變性，其將之歸因為歷史本相下「人」的抉

擇。「歷史中『人』的行動抉擇，也就是『人』突破環境、經濟生態、社會組織

等種種『結構』邊界的意圖與作為，能逐漸改變歷史本相。」
52他認為，西羌以

「部落」來維持與爭奪各個河谷的資源邊界，然遊牧人群的「移動力」又常造成

西羌部落的解體，其內部每個社會群體（牧團、小部落）都能為其命運自作抉擇。

諸如與漢帝國是戰是和、何時分裂為更小群體各自遷徙求生、何時與其他部落結

盟或者脫離聯盟，等等。在王明珂先生看來，遊牧經濟中的要素「移動」配合着

「抉擇」，兩者可以造成遊牧群體突破原有邊界（社會群體組織、制度）。但同時，

他又指出並非所有的人或人群都有同等的抉擇以跨越邊界的能力，在歷史長河

中，人們更為普遍的是安然處於種種社會邊界內。
53 

不得不說，王先生對不同遊牧社會歷史演進軌跡高屋建瓴的論述模式的確讓

人深受啟發，耳目為之一新。然此種歷史人類學視角下的宏大敍事也經常容易「遮

                                                        
51 鐘焓，〈歷史學研究的人類學化及其存在的問題——評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

部族》〉，頁 259-263。 
52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 243。 
53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 192-194，249-251。 



 

蔽」或「忽略」某些有待深度挖掘的事件、現象與進程。在王氏論述模式下，眾

多歷史事件或現象被人為地安排在「表相」的位置以服務於他的定位與調遣，來

論證其所謂沿相似軌跡一再重演的歷史本相。
54其他具有特殊性、異質性的事件

則被略視。而這些事件對於打破王氏近似歷史循環論的言說顯然具有關鍵意義。

具體到「羌人」（包括漢代羌人），筆者認為其說尚有補充、完善之必要。第一，

在外在族群與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羌人」原有的適應特定經濟生態而生成的

社會組織是可以被突破的，前已述及；第二，「羌人」跨越「結構」邊界（「部落」）

的抉擇不全都是一種為爭奪生計資源或求取生存的「內在」短時抉擇，有時其也

為一種順應外部環境的「外在」長久抉擇。在相對隔絕的環境下，或是在應對外

在族際與社會環境臨時且斷續的壓迫時，「羌人」對分裂或聯盟的抉擇都是短暫、

不穩定的。一旦生計資源得到滿足或外在危機被解除後，其部落組織便又恢復到

常態；而當外在壓迫變的強大而持久，或生存環境發生質的變化時，「羌人」對

社會政治組織的抉擇則是長久而穩固的。從以上對商周「羌人」群體的分析可知，

那些地域上鄰近中原且與中原族群互動頻繁的「羌人」，其對社會政治組織的抉

擇均能超越「部落」形態。另外一些「羌人」（如姜姓諸國、中原諸戎）因各種

原因遠離「故土」，生存環境發生變化，其社會結構也隨之變易，出現了單一化

的領袖。這些由外在環境引致的抉擇所造就的「羌人」社會政治組織都是較為持

久和牢固的。如羌方在五期卜辭中均有出現，與商人戰和交錯，互動頻繁。
55義

渠與秦相爭，前後持國數百年之久。正因如此，外在環境的各異使得「羌人」群

體走上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當然，對於那些只是與外部「華夏」族群密切互

動但並未離開原有生存地域的「羌人」群體而言，當其所構建的社會政治組織（部

                                                        
54 鐘焓，〈歷史學研究的人類學化及其存在的問題——評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

部族》〉，頁 260。 
55 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268。 



 

落聯盟或國家政權）被外力摧毀後，由於基本生計方式並未有太大改變，「羌人」

可能重歸原有的「部落」形態。如大荔、義渠國衰敗後的餘種戎，滇零政權覆亡

後的各種羌等；第三，同處高原河谷的地理環境，各「羌人」部落在應對外在壓

迫時的抉擇並非完全一樣，不是所有的抉擇都會跨越原有「結構」邊界。如在秦

國的威脅下，爰劍曾孫忍及舞選擇「獨留湟中」，他們的季父卬則是率部遠徙。
56

再如面對漢朝的壓力，河湟羌人部落至少曾存在以下三種抉擇：與其他部落結成

聯盟共抗漢軍、繼續在當地忍受壓迫、遷徙他處。其中，後兩者的「結構」邊界

便沒有改變。 

顯然，基於以上分析，僅以「羌」包含不同民族或種類分支（即族群差異或

族群內部差異）來解釋各時期各地域「羌人」所處政治、文明形態的不同似乎過

於片面化了。在相似的地理環境和生計模式下，商周西部邊緣人群即便分屬於不

同民族，其在社會結構、組織形式等方面的初始狀態也應是基本類似的。事實上，

不同地域「羌人」諸多方面的差別多是在後天族際互動中形成的。為適應變化着

的外部環境，部分「羌人」群體或多或少地改變或脫離了原有的社會結構，諸「羌」

之間的差異便因此而生。 

筆者認為前述某些商周「羌人」群體結成部落集團甚至建立國家可視作是其

為適應外部社會環境所做的「外在」抉擇。這些抉擇使得「羌人」原有的社會結

構（分裂性結構）、群體組織（部落）被突破，建構在此之上的社會人際關係也

隨之發生較大變動。在分散化與平等化的部落形態下，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

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都是短暫且易變的。由此，個人對所屬牧團或部落

的認同都不必是永久的。
57而在中央化與階序化的部落集團及國家形態下，個人

                                                        
56 參見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6。 
57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 72。 



 

與群體均被要求服從政治權威，持久穩固的族群認同得以形成並存在。商周時

期，各「羌人」群體因分處於不同的政治形態，其在族群認同上的程度也就難免

參差不齊。反過來亦可說族群認同強度的差別造就了「羌人」不同社會政治組織

的生成。 

綜上，我們將商周時期與漢代羌人具有類似經濟生活方式，被認為在歷史淵

源、地緣、族源、文化等方面與漢代羌人有着或多或少關聯的人群總稱為「羌人」。
58

這些處於不同歷史時期與不同地域的「羌人」在與中原政權的互動中，應對不同

的外在環境有着各自相異的抉擇。其中，跨越「結構」邊界的抉擇使得某些「羌

人」群體形成了新的、更高層次的社會政治組織（部落集團、國家）。由此，商

周各「羌人」群體社會政治形態的不同或可歸結為自我抉擇的差異性。 

由於初始社會結構、地理環境、生計模式的相似，漢代羌人與商周「羌人」

在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及抉擇上有着諸多類同之處。因此，對商周「羌人」生存

狀態的分析探討有益於我們理解漢代羌人不同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及族群認同

的特點。 

 

三、漢代羌人的分散與聚合 

相對於商周「羌人」記載的語焉不詳且相互抵牾，史籍對戰國秦漢羌人的記

錄則翔實許多。《後漢書·西羌傳》對戰國以來西羌的祖先傳說、遷徙路線、各

部關係均有較為明確的記載。這是因為戰國以降，特別是入漢後，中原與西羌的

接觸逐漸頻繁，對其的瞭解也日臻成熟。史書中有關這一時期西羌的各種信息，

                                                        
58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筆者並不認為商周「羌人」一定同漢代羌人之間存在直接淵源關係。正因如此，在

牽涉商周「羌人」時，我們均寫作加引號的「羌人」，以區別於單指漢代羌人。本文只是將商周「羌人」

同漢代羌人看作互為比較研究的對象。通過二者的交互對比，以促進我們對漢代羌人的探討以及反思學

界過往對於商周「羌人」的認知。 



 

或徑直來源於羌人，或有中原政權與官民的直接參與，其可信度是相對較高的。 

在祖先傳說上。依《後漢書·西羌傳》，秦厲公時，秦國奴隸無弋爰劍逃入

河湟間，為諸羌敬信，「推以為豪，……其後世世為豪」。
59薛生海先生考證認為

無弋爰劍的傳說源於西羌人的記憶，其史事最早為東漢官修史書《東觀漢記·西

羌傳》所記載，最後經過范曄整理、加工，演繹出爰劍故事。60即該傳說的基本

內容來源於西羌。 

在遷徙路線上。西羌的遷徙多與秦漢政權的舉措緊密相關，史書於此記載甚

詳。據《後漢書·西羌傳》，蜀、廣漢徼外的諸種羌人便是爰劍之孫卬因懼怕秦

國，率眾南遷，其子孫分枝繁衍而形成；
61留居湟中的西羌（爰劍曾孫忍及其弟

舞之後）在西漢武帝時被迫遷離故土，依西海及鹽池附近河谷而居，此部羌人便

是日後與漢朝之間戰爭不斷的河湟羌人；景帝以來，河湟羌人開始內遷進入塞

內。62宣帝之後，其內徙者逐漸增多。東漢以降，在各種因素的推拉下，河湟羌

人更是大量內徙，63漢朝西北沿邊諸郡乃至三輔三河之地均見其蹤跡。與此同時，

西南徼外諸種羌人也紛紛內附。 

在各部關係上。無弋爰劍之後，西羌興起了所謂的種姓家支制度。爰劍子孫

分別為西羌諸種豪酋，各領種人。其中，卬率種人南徙，「其後子孫分別，各自

為種，任隨所之」；忍及其弟舞留居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

種」。
64「即每個兒子都可以從大的家支中分離出去，形成獨立的家支，並成為自

                                                        
59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5。 
60 薛生海，〈無弋爰劍史事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 年，第 2 期，頁 8-10。 
61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5-2876。 
62 據《後漢書·西羌傳》，「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

氐道、羌道縣」。《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6。 
63 王力、王希隆，〈東漢時期羌族內遷探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3 期，頁 48-55。 
64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6。 



 

己家支的酋豪。」65近些年來，敦煌漢簡、懸泉置漢簡的出土均證實傳世文獻所

載不虛，這一分支獨立的制度的確存在於西羌之中。66 

以上可知，漢代西羌各種落雖然散居在華夏西緣廣大的高原河谷間，但其有

着共同的祖先記憶、明確的遷徙源流、或近或遠的親緣關係。這些都是客觀存在

的促使各羌落得以凝聚的紐帶。因而，此時的「羌」絕不像前述一些學者認為的

只是河湟土著遊牧人群的泛稱或僅為華夏人的一種西方異族「想像」或「概念」。

否則，我們很難理解在面對共同壓迫時，燒當、燒何、煎當、當闐等近親羌種為

何較他種更易聚集（見附表）；
67安帝永初二年（108）滇零稱帝於北地郡時，又

何以能召集遠在西南的武都、參狼諸雜種。68正因西羌各種落有着事實上的血緣

或同源關係，在與外界發生衝突時，眾羌便能很容易地集聚在一起而產生族群認

同感。在這一過程中，來自漢朝的壓迫所造就的羌人共同利益雖然也起着重要誘

導作用，但其終歸只是扮演着一種催化角色，沒有羌落內部本身的血緣等紐帶，

很難說這種短暫的利益趨同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羌人的凝聚。漢代西羌雖以部落

散居，聚合無常，尚未形成穩定的民族共同體，但在某些方面，其已具備了「近

似」於民族的特徵。69而單純將此時的「羌」視為泛稱、想像或概念均緣於一種

                                                        
65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貴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5。 
66 相關研究可參閱汪桂海，〈從出土資料談漢代羌族史的兩個問題〉，《西域研究》，2010 年，第 2 期，頁

2-3；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貴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6。 
67 在種姓家支制度影想下，羌人酋豪在名字命名上產生了一種「父子聯名制」（或稱「父子連名制」）的制 
度。根據這種制度及西羌部落常以「父名母姓為種號」的傳統（《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69），
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出兩漢不同羌落之間的血緣親疏關係。那些有着較近血緣關係的羌人種落在面對共同

利益時更易凝聚在一起。關於羌落血緣關係在羌人種號和豪酋姓名上的體現，可參閱王明珂，《遊牧者的

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 180-188；高榮，〈敦煌懸泉漢簡所見河西的羌人〉，《社會科學戰

線》，2010年，第 10期，頁 102-104；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貴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4-76。 
68 據陳琳國先生研究，先零種羌是在滇零稱天子時進入北地並轉化為東羌的。參閱陳琳國，〈東羌與西羌

辨析〉，《史學月刊》，2008 年，第 4 期，頁 35。在此之前，先零種羌雖入居塞內，但其西羌身份並未改

變，其與其他西羌種落的血緣關係更未割斷，如直到永初元年（107）先零羌還與鐘羌一起反抗東漢壓迫。

武都、參狼羌（爰劍之孫卬之支系）雖遠離北地郡且此前均與先零羌無甚交集（史籍中未見一起結盟、

共抗漢軍），兩者與先零羌也沒有多少共同利益（相隔懸遠），但他們卻能為滇零所招集且附和之。這其

中，彼此之間的血緣關係當發揮着重要作用。而滇零此時所以並未招集河湟地區的羌落，應是因為當地

燒當羌勢力最甚，而先零羌與其有着很深仇怨（燒當羌曾奪取先零羌世居之地大小榆谷）。 
69 王俊傑，〈論商周的羌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羌〉，《西北師大學報》，1982 年，第 3 期，頁 84-89。 



 

客位視角，其容易讓人忽略各羌人種落或同一種落大小豪之間的某些內部關聯或

凝聚因素。況且，「即以秦漢而論，在中原人看來，西北不僅只有一個西羌，而

且還有匈奴、月氏、烏孫等族」。
70「（兩漢王朝的漢人）將特定的人群都稱為『羌』，

應當是發現這些人群在語言、經濟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等方面是比較接近或基本

相同的，並非僅僅只是簡單的將西邊的異族人群統稱為羌。」71 

很明顯，在西羌內部，促使種落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同時存在着。一方面，諸

羌部落分佈零散，聯繫不便。由於分支獨立制度的存在，各種落彼此之間互不統

屬，「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
72為爭奪生存空間和生活資料，各種落

相互抄掠、彼此仇殺；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種姓家支制度的作用，各種落之間

存在或多或少的血緣關係，當受到外界壓力時，各羌落便能以結盟對抗。 

同樣，在西羌外部，外力亦可引致羌落的聚合與分散。如羌人的結盟往往以

漢朝的壓迫為誘因。兩漢統治階級對羌人的強迫遷徙、剝削掠奪、殘酷鎮壓及漢

人對羌人的歧視等均能促進羌人的凝聚。73與之相異，並非所有的羌落都能團結

在反抗中原王朝的旗幟下，部分羌落一開始便會選擇遠徙以避鋒芒。如前述爰劍

之孫卬之種落。而有些羌落在受到漢軍重創後也會轉而遷徙避難。如和帝永元十

三年（101），燒當種迷唐部在護羌校尉周鮪、金城太守侯霸的打擊下，「其種眾

不滿千人，遠逾賜支河首，依發羌居」。74在這裡，來自外部的壓力則使得原本散

居的羌落在地域分佈上更加分散化。 

此外，伴隨對西羌內部組織形態的瞭解漸趨深入，面對羌人的結盟，漢朝統

治者也有相應政策分化瓦解之。其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採取財物利誘、誅主釋從、

                                                        
70 李紹明，〈論氐和羌、戎的關係〉，《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80 年，第 4 期，頁 21。 
71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貴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9。 
72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69。 
73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貴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7-79。 
74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84-2885。 



 

軍事震懾等措施分解現有聯盟。如宣帝時期，應對先零與罕、開等羌種的解仇作

約，老將趙充國便採用了此類策略。充國釋放在漢朝的開羌酋豪雕庫，遣其返歸

轉告諸種：「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

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

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
75此為以財物利誘眾羌。針

對罕、開羌曾通報漢廷先零欲反之狀，且其與先零結盟後並未有實際犯邊之舉，

趙充國力排眾議主張應先擊先零羌，認為「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

服矣」。
76此為誅主釋從之策。該策取得了明顯收效，「後罕竟不煩兵而下」。77趙

充國所以能提出這些有效的破羌策略，是因為其對羌人的內部組織及聯盟機制有

着全面、深刻的瞭解。他曾對宣帝說：「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

攻擊，勢不一也。」78正因各羌落的互不相統更易於掌控，充國便要力阻羌落合

一的局面出現。也正因羌人原本各自有豪、其勢不一，在結成聯盟後，各羌落均

是獨立為戰，並未建立統一的領導機構，此為充國著意於瓦解羌人聯盟的措施得

以發揮功效提供了很大可能。另外，除這些從內部分解羌人聯盟的措施外，漢軍

強大的軍事震懾力更可直接從外部破壞聯盟的維繫。如同樣是應對上述先零羌與

諸羌之結盟，宣帝起初希望通過派遣三路漢軍馳援趙充國，「東方北方兵並來」

以震懾眾羌，「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79事實上，

羌落因懾於漢軍兵威而脫離聯盟的事例在漢代絕不鮮見。以上三種分化羌落聯盟

的策略在兩漢對羌戰爭中均屢次為漢廷所使用。 

二類是遷徙「叛羌」入漢郡以防范其與塞外種落結盟並舉。如東漢光武帝之

                                                        
75 班固，《漢書》，卷 69，〈趙充國傳〉，頁 2977。 
76 班固，《漢書》，卷 69，〈趙充國傳〉，頁 2982-2983。 
77 班固，《漢書》，卷 69，〈趙充國傳〉，頁 2983。 
78 班固，《漢書》，卷 69，〈趙充國傳〉，頁 2972。 
79 班固，《漢書》，卷 69，〈趙充國傳〉，頁 2980。 



 

前，西羌諸種中尤以先零羌最為強盛，其多次發起或參與各羌落為抗漢而結成的

聯盟並佔據主導地位（見附表）。建武十年（34），「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

城、隴西」。
80著一「復」字，說明諸羌結盟攻掠漢郡並非第一次。81此次進攻為

中郎將來歙擊退。次年夏天，「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

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82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安帝永初元年之前），

史書再無先零羌與其他河湟羌種結盟犯塞的記載。應該說，馬援徙羌之策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83將勢力較強且反叛無常的先零羌遷入塞內置於郡縣管理體制之

下，切斷其與塞外諸羌的聯繫，這樣既易於漢朝控制，又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諸羌

聯盟的形成。自馬援後，羌人內移入塞在東漢成為一種常態。這其中又以西羌豪

酋率眾犯塞（包括各羌落聯合犯塞）為漢軍所俘或降附漢朝而被遷入郡縣的情況

為最多。
84眾多羌人乃至某些羌落大部被遷入塞內，不僅削弱了塞外羌人的勢力，

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阻止相關羌落再次結盟的作用。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眾羌被徙入塞後便不再聚合結盟了。通檢漢代史籍，塞

內羌人響應塞外諸羌叛亂或衝破邊塞與其結合而犯塞的例子絕不少見。但此時用

以凝聚塞內外羌人的因素——「同族（種）」情感的發揮因政治邊界（不同的政

治歸屬）的存在而變得異常復雜。一些塞內羌人需要根據自身的利益訴求在族群

認同與政治認同中進行抉擇，從而決定是否與塞外羌聚合。此類羌人主要分為兩

                                                        
80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8。 
81 《後漢書·來歙傳》記為：「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後漢書》，卷 15，〈來歙傳〉，頁 588。 
82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8-2879。 
83 長久以來，人們對於馬援內徙羌人之策批判甚多。論者多以羌人入居漢郡後因受漢人欺淩而反叛不斷詬

病之。現代學者對東漢徙羌之策也多持否定態度，認為眾羌內徙造成漢朝對羌人更為直接的經濟剝削和

政治壓迫，從而促成了「羌禍」的產生。近年來，王偉對東漢治羌政策進行了重新檢討，認為東漢強迫

羌人內徙，對其實行郡縣統治，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是當時別無選擇的選擇。參閱王偉，〈東漢治羌政

策之檢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 年，第 1 期，頁 31-36。其論具有一定的說服力。馬援內徙先零

羌就其政策本身並無不妥，後世因政治喪亂、官治腐敗等原因造成的「羌亂」不應完全歸罪於伏波。 
84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89-92。 



 

種：屬國羌與保塞羌。關於他們的族群認同情況，筆者曾有專文涉及，85此處不

論。另外，除與塞外羌聚集外，塞內各羌種彼此之間也會相互集結。如附表所見

徙居塞內的先零與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等羌種的結盟即屬此類。 

以上我們分析的多是漢代西羌的情況，對於居住在安定、北地、上郡等地區

的東羌，在其內外亦有着影想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存在。根據陳琳國先生的研究，

東羌多數在春秋戰國時期便已居住在上述地區。此外，還有一部分由內徙西羌轉

化而來，如移居北地、安定等地的先零羌等。一方面，東羌「同西羌一樣，也是

以種落的形態存在。因為沒有出現強有力的羌豪，各種落之間不相統一。在匈奴

統治蒙古草原時，他們從屬於匈奴；在匈奴衰落後，東漢朝廷徵發他們為騎兵參

與作戰」。
86同西羌相比，東羌各種落在秦漢以來一直依附於其他勢力，自主性不

強，未能出現像西羌先零、燒當種那樣勢力強大的羌落。另外，受周遭環境及歷

史源流影想，東羌也未形成類似於西羌的種姓家支制度。在缺少主導型力量與凝

聚紐帶的情況下，安帝永初二年（108）之前，史籍鮮見東羌諸種聚合抗漢的記

載。 

另一方面，馬援徙置先零降羌於塞內後，「先零別種滇零當即由天水、隴西

進入北地，發動東羌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反叛，並於永初二年在北地稱天子，建立

第一個羌人政權，而同時，先零種也加入了東羌的行列」。87因先零羌的轉化，東

羌內部產生了實力較強的種落。在此後幾次的東羌聯盟中，先零羌均位列其中並

發揮着重要作用（見附表）。此外，安帝之後，朝政頹敗，漢廷對塞內羌人的控

制越來越弱。加上漢朝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與西羌種落抗漢鬥爭的衝擊，使得東羌

諸種的反抗與聚合日益頻繁。同時，因居地毗鄰南匈奴與鮮卑，此二者的政治招

                                                        
85 朱聖明，〈兩漢「保塞蠻夷」考論〉，《河南大學學報》，2011 年，第 3 期，頁 92-94。 
86 陳琳國，〈東羌與西羌辨析〉，《史學月刊》，2008 年，第 4 期，頁 35。 
87 陳琳國，〈東羌與西羌辨析〉，《史學月刊》，2008 年，第 4 期，頁 35。 



 

誘亦能促成東羌的凝聚：「永壽元年，（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

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遣將王衛招

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

連戰破之」；
88延熹九年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

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89 

對於東羌自身或與其他外族（包括西羌）的集聚或結盟，東漢除短時採用「柔

性」措施（如張奐的招誘、隔絕之策）分化外，更多的時候則是以武力鎮壓為主。

在永初二年開始的持續十餘年的東羌大叛亂中，面對東羌種落結成的羌人政權，

招撫與誘降收效甚微，漢朝官員只能多次採用「刺殺」方略。而直到杜季貢、零

昌、狼莫等東羌政權首領相繼被殺，才出現「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

的局面。
90以往漢廷從內部瓦解羌人聯盟的策略在東羌這裡較難奏效。此從側面

表明，相比於西漢西羌，東羌種落聯盟（政權）的穩固性要更強些。
91 

上述可知，在漢代羌人種落內外，影想其聚合與離散的因素均同時存在着，

且某些因素還具有雙重性。如西羌的種姓家支制度既可引致羌人種落的分散化，

又可促成帶有血親色彩的羌落聯盟；在羌人種落之外，漢朝作為重要的外在力量

而存在。羌人既可因「外力」（漢朝的壓迫）而聚合，又往往由於「外力」（漢朝

誘降遷徙、武力震懾等措施）的作用而脫離聯盟。此外，還有兩點必須指出：其

一，同一因素對羌人種落的影想並非絕然相同。如種姓家支制度下，親緣關係較

近的羌落相比其他種落更易聚合在一起。漢朝軍事壓力之下，勢力較弱的羌種總

                                                        
88 范曄，《後漢書》，卷 65，〈張奐傳〉，頁 2138。 
89 范曄，《後漢書》，卷 65，〈張奐傳〉，頁 2139。 
90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91。 
91 李健勝等先生從地理沿革、經濟生活方式、族名命名規律上提出義渠為東羌的一部分。參閱李健勝、武

剛等，《早期羌史研究》，頁 103-108。若此說成立，義渠的「國家」形態或許對於後世漢代東羌的聯盟及

政權的建構起到過一定作用。但是，即便如此，引致漢代東羌凝聚的主要動因還在於東漢時才出現的外

在因素。 



 

是首先脫離聯盟；其二，各因素本身也是發展變化着的。以外在壓迫為例，東漢

西羌種落因大量內移，其受漢朝壓迫的力度及持久度就遠超過西漢時期。另外，

有些因素要在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才會凸現並發揮作用。如導致東羌聚合的核心

力量（先零羌進入北地）及其他凝聚因素等。 

這樣，對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不同羌落來說，漢羌矛盾激化後，其由上

述各種因素造就的外部社會政治環境各不相同。
92每個羌落需要根據不同的外在

環境進行自己的政治抉擇：遷徙避難或結盟抗爭；何時加入或離開聯盟；是否臨

時或長久結盟，等等。在漢代羌人那裡，社會政治組織的形成或解散都與其外在

環境息息相關。也正是因為外在環境的影想，使得羌人得以突破其分散化的生計

模式和社會結構，結成更高層次的社會政治組織。 

 

四、三種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存在、發展與羌人族群認同

的特點 

西漢初年以前，河湟羌人在親緣關係下各自結成不同部落以適應遊牧生活、

保衛或掠奪生存資源與空間，「部落」成為其最為重要且恒定的社會組織。正因

如此，在初次遭受中原勢力威脅時，河湟羌人更多的是選擇以部落形態遷徙避難

（如卬率種人南徙，西羌由湟中遷往西海、鹽池附近），而非超越「結構」邊界

組成部落聯盟以抗拒之。伴隨漢人勢力漸入湟中及漢羌互動的逐步深入，羌人部

落間的結盟才開始零星出現（見附表）。 

進入東漢後，由於西羌的大舉內遷，漢羌互動的深度及廣度均遠甚於前，能

夠引致漢羌之間矛盾爆發的契機也愈來愈多。93在漢廷的暴政和地方官吏的壓迫

                                                        
92 對於單個羌落而言，其與其他羌落的關係及與他族（漢人、匈奴、鮮卑等）的關係都屬於一種外在環境。 
93 《後漢書·西羌傳》載班彪之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

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78。 



 

剝削下，羌人的族群認同意識極易被激發。在這種情況下，羌人各部落結盟的次

數越多越多，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時間也越來越長（見附表）。不僅

如此，漢安帝永初二年（108），在與漢軍作戰的過程中，先零別種滇零還在北地

郡建立了羌人國家政權。自此，漢代羌人的三種主要聚合形式（羌落、羌聯盟、

羌政權）均已出現。 

這其中，突破部落形式的羌人聚合（部落聯盟、國家政權）的產生與漢羌往

來的深入是密切相關的。漢羌互動不僅改變了羌人原有的族群認同體系，也促成

了新的、更高層次的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王明珂先生曾舉例指出：漢代初年，

一個河湟地區土著（羌人）的族群認同體系可能是：牧團→次部落→部落。在與

漢人密切交往後，其族群體系成為：牧團→次部落→部落→羌。
94而很顯然的，

漢羌互動造就的「羌人」認同需要高於「部落」形式的社會政治組織來承載與體

現，95這便導致了更高層次的部落聯盟及國家政權的出現。於是，我們又可將王

先生「部落→羌」的族群認同體系具體化為「部落→部落聯盟」、「部落→國家政

權」兩種模式。對於漢代羌人來說，其族群認同體系與社會結構是二位一體的。 

關於漢代羌人聚合的不同形式及特點，現代學者多有論及。如王俊傑先生很

早便指出：「漢代的諸羌，部落繁多種系復雜，再加以分佈零散，受制於各郡縣，

因之他們不可能組成一個包括較多部落的聯盟。……漢代諸羌多次出現的聯盟只

是一種局部、單純軍事性的、低級階段的部落聯盟，是出於一時緊急需要的聯合，

很不穩定，極易分裂。」
96王明珂先生也認為羌人「部落間的結盟，只在非常必

                                                        
94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 51。 
95 本文所謂「羌人」認同並不是說漢代羌人形成了關於自身同屬羌人的身份意識（實際上「羌人」只是他

稱），而是用來指稱不同部落的羌人認識到自己是一類人，有着共同的利益，並願意為了獲取及維護利益

而利用彼此間的各種關聯，主動聚合成更大規模的共同體。謹此說明。 
96 王俊傑，〈論商周的羌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羌〉，《西北師大學報》，1982 年，第 3 期，頁 88。 



 

要時才會出現，通常是為了戰爭」。97 

兩位王先生均認為羌人結盟的特點在整個漢代都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黃

烈先生則指出，在安帝永初年間的東羌大起義之前，「（羌人的）結合只是停留在

諸種之間『解仇交質』的原始結盟狀態。這種結盟沒有固定的政治內容和組織形

式，因此是鬆散的，不穩固的，但到了東羌的起義，情況就不同了」。
98黃先生的

眼光尤為獨到。西漢時期，各羌落在結盟後均是各自為戰，並沒有形成統一的領

導機構。宣帝時期先零與罕、開等羌種的聯盟便是如此。趙充國在給宣帝的上書

中提到：「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

有所犯。」
99同為聯盟羌落，先零與罕羌的軍事行為卻並不一致。這也為趙充國

將他們各個擊破提供了可能。然而，進入東漢之後，特別是自東羌政權建立起，

羌人聚合的確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 

第一，羌人聯盟向固定化、經常化、規模化與長久化發展。東羌種落中，先

零羌從轉化為東羌之初便有招集居於上郡的羌種。東羌政權瓦解後，安定、北地

等郡的先零羌同上郡沈氐羌更是經常性地聚合聯盟。西羌種落中，燒當、燒何、

當煎、當闐等羌種的固定結盟則自和帝初年以降一直延續着；此外，從筆者所制

附表可知，東漢羌落結盟的頻率要遠高於西漢；再有，「到東漢時，羌人各部落

聯盟的規模越來越大，聯合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互相殘殺的情況逐漸減少」。100這

其中，尤以東羌政權下的諸羌聯合最為長久，歷時長達十餘年。 

第二，東西羌聯盟（聚合）的出現。東羌政權在其建立之初曾招集武都、參

狼等西羌種落，此為史載最早的東西羌聯盟；永和六年（141），由西羌且凍、傅

                                                        
97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 71。 
98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98。 
99 班固，《漢書》，卷 69，〈趙充國傳〉，頁 2981。 
100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貴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9。 



 

難等種發動的叛亂造成「東西羌遂大合」；101「（延熹）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

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102另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零吾羌與

先零羌也參與了此次共同寇掠。
103這其中，先零羌、沈氐羌為東羌，隴西牢姐屬

西羌，烏吾疑為西羌，零吾羌疑屬東羌。104顯然，這也是東西羌聯合作戰的事例。

如果說西羌燒當、燒何等種得以結盟除維護共同利益外，親緣關係依舊發揮着重

要作用，那麼，跨地域、跨血緣的東西羌聯盟的出現則意味着羌人的族群認同上

升到了新的高度。這一點也為常倩所指出，她認為：「羌人部落聯盟由最初有血

緣關係的近親和近鄰部落之間的聯盟到後來不同部落之間的聯盟，逐漸地突破血

緣關係，說明其自身族群認同在不斷加深」。
105 

第三，外部勢力的滲入。西漢時期，漢羌之間的互動比較單純，尚未有過多

牽涉或參雜其他政治勢力。106東漢以降，這種情況發生了較大變化。安帝永初五

年（111）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
107其後，杜季貢

更是直接參與到東羌政權中，被任命為將軍；中平元年（184），北地先零羌與湟

中羌、義從胡共同起兵，「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
108諫議大夫劉

陶在給靈帝的奏疏中說：「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

識知山川，變詐萬端。」109王勖注意到了第二次羌漢戰爭中（永初元年到元初五

年）與羌人聯合對抗東漢政府的只是像杜琦、杜季貢、王信這樣沒有多少背景的

                                                        
101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96。 
102 范曄，《後漢書》，卷 65，〈段熲傳〉，頁 2147。 
103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97。 
104 陳琳國先生根據烏吾種活動范圍將其歸入西羌之列。參閱陳琳國，〈東羌與西羌辨析〉，《史學月刊》，2008

年，第 4 期，頁 37。關於零吾羌的身份，史無明言，現代學者也少有論及。據先零別種滇零之子名「零

昌」、羌落內部存在的父子連名制度及零吾種與先零羌同時活動等信息綜合判斷，零吾種似為滇零他子分

支獨立後的羌種。 
105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貴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9。 
106 宣帝之前，西羌與匈奴多次遣使互通，某些羌豪還曾向匈奴借兵（《漢書》，卷 69，〈趙充國傳〉，頁 2973）。
然在西漢「隔絕羌胡」的政策影想之下，匈奴對羌落的聚合並未產生多少實質影想。 

107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88。 
108 范曄，《後漢書》，卷 72，〈董卓列傳〉，頁 2320。 
109 范曄，《後漢書》，卷 57，〈劉陶傳〉，頁 1850。 



 

普通涼州百姓，而到第五次羌漢戰爭（中平元年到建安十九年）時，則有一大批

涼州地方實力派卷入到了「羌亂」中。110 這些漢朝官民的涌入使得羌人的聚合

更為牢固、持久，規模也愈加壯大。而除漢人外，南匈奴、鮮卑等外部勢力亦能

引致各羌種之間的聚合，前已述及。 

第四，突破單純軍事性質的部落聯盟或國家政權的產生。黃烈先生認為：「先

零政權已經拋棄了解仇結盟的舊有形式，走上了軍事政治的組織結合。」
111此與

之前無固定政治內容和組織形式的眾羌結盟形成鮮明對比。高恒天等先生更指出

滇零自稱天子等政治舉措，「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秦漢歷史上最大一次少數民族

對漢族的政治挑戰，它在短時間內煥發出了羌人所向披靡的戰鬥力和前所未有的

政治凝聚力」。
112值得注意的是，滇零自稱「天子」在前，接納杜季貢等漢人在

後，即「稱天子」並非漢人為其計策，乃是先零羌的自主行為。在「天子」之外，

滇零政權不僅配備了將軍等官員，還制有官方文書及諸將印綬。 113滇零政權之

後，塞內羌人結成具有固定政治內容的聯盟或政權的事例還有以下幾次：據《東

觀漢記》記載，「段熲上書曰：『又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

一枚，及長史、司馬、渉頭長、燕鳥校、棚水塞尉印五枚，紫綬三十八，艾綬二

十八，黃綬二枚，皆簿入也』」。114此可證明東漢桓、靈時期，相關塞內羌人有着

                                                        
110 王勖，〈羌漢戰爭與東漢帝國的東西矛盾〉，《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7 年，第 5 期，頁 10。王勖指出

這些涼州地方實力派「逐漸掌握了領導權，最後羌人只是他們對抗中央而加以利用的一支軍事力量，僅

處於脅從地位」。筆者認為這一過程的完成大致是在靈帝中平三年。據相關史籍，此前東漢地方官吏進入

羌人中擔任首領等職務多為「叛羌」裹脅、劫掠所致，其職位也由羌人所委任。因而，在這一時期牽涉

漢人的「叛羌」聯盟中，羌人依然佔據着主導地位。然此常在某些特定研究視角下為學者所忽略。正如

馬長壽先生所說，因中平元年之後的羌人活動罩上了邊章、韓遂的外衣，往往被誤以為只是邊、韓等所

為，而看不到羌人本身了。參閱馬長壽，《氐與羌》，頁 140-141。至中平三年冬，韓遂殺害邊章及北宮伯

玉、李文侯，羌人開始淪為涼州地方勢力對抗中央的工具。此後，出現在董卓、馬騰軍中的羌胡均是如

此。 
111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98。 
112 高恒天、湯劍波，〈秦漢時代之羌族道德生活〉，《青海民族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96-97。 
113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88。 
114 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7，頁 779。該書此處標點有誤，

其作「及長史、司馬、渉頭、長燕、鳥校、棚水塞尉印五枚」，若依此，官職數與官印數不符。 



 

較為嚴密的社會政治組織，且這種組織有着顯著的政治訴求；前述中平元年的「羌

亂」中，眾羌劫掠「著名西州」的漢人掌控軍政，115並能以「托誅宦官為名」進

軍三輔，
116政治手段甚為嫺熟；靈帝末年，「義從胡」宋建在隴西枹罕縣建立的

帶有濃郁羌人色彩的「河首平漢王」政權曾「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117與

漢人政權並無兩樣。 

第五，地緣關係及共同利益在塞內羌落結盟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王力等先生

指出：「東漢時期，羌族的內遷以漢安帝永初年間（107—113）為界，永初年間

以前，主要表現為塞外羌的內遷。」
118然史籍所見羌人內徙之例多只是塞外羌種

的某一部分，羌種整體內遷則較為少見。加上內徙羌人多被漢朝分置於不同郡縣

（如馬援徙置先零羌於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使得內遷羌人的血緣關係日漸

淡薄。在這種情況下，地緣關係及共同利益在羌人聚合中的作用就日漸凸顯出

來。如永初二年（108），滇零招集諸郡雜種，打破了羌人內部原有的種族家支界

限；119東羌先零、沈氐等種彼此之間未見直接親緣關係，卻屢次結盟。他們的集

聚顯然是基於同處塞內，反抗漢朝殘暴統治的共同目標；上述東西羌的幾次聯盟

也是羌人血緣關係被突破的顯例；在此之外，東漢郡羌、州羌稱謂（如隴西羌、

金城羌、北地羌及涼州羌等）的大量出現本身也表明同郡、同州的地緣關係在羌

人聚合中的特殊作用。 

以上羌人聚合新動向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從縱向時間脈絡來看，這

                                                        
115 陳壽，《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武帝紀〉，頁 45。裴注引《典略》曰：「（韓）

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 
116 范曄，《後漢書》，卷 72，〈董卓列傳〉，頁 2320。 
117 陳壽，《三國志》，卷 1，〈武帝紀〉，頁 44。關於宋建所建政權之性質，可參閱朱聖明，《秦漢華夷觀念

與民族意識研究》（開封：河南大學未刊碩士學位論文，2009），頁 64。據〈武帝紀〉記載，該政權於

建安十九年（214）冬十月為夏侯淵所滅（《三國志》，卷 1，〈武帝紀〉，頁 44）。往前三十年，與中平元

年時間相合。且宋建於枹罕建立政權與中平元年羌亂中「枹罕河關群盜反叛」（《後漢書》，卷 72，〈董

卓列傳〉，頁 2320）的記載相符，我們有理由相信該政權是借中平元年羌亂之勢而建成的。 
118 王力、王希隆，〈東漢時期羌族內遷探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3 期，頁 48。 
119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 98。 



 

是漢代羌人不斷鬥爭的結果。在面對外在壓迫時，各羌落力量需要協調一致，於

是就有了鬆散的聯盟，而當這種鬆散的聯盟在漢朝分化政策下一次次遭受解散

時，組建穩固聯盟或國家政權的行動便又呼之欲出了。
120換言之，羌人社會政治

組織由鬆散結盟向穩固聯盟乃至國家政權的演進是在與漢朝抗爭中逐步實現

的。如先零羌在建立東羌政權之前有着多次與西羌種落聯盟的經歷；燒當、燒何

等種在結成較為穩定的聯盟之初也曾依循着羌人原始的「解仇結婚，交質盟詛」

的鬆散結盟形式。然而伴隨漢羌互動的深入，上述羌人的鬥爭方式也隨之而變。

在這一過程中，相關羌種的族群認同意識亦日漸增強。 

從橫向時代背景來看，這些新動向可視為是羌人對現實環境所做出的政治、

軍事抉擇。東漢以來，尤其是安帝永初之後，塞外羌人的大量內徙使得其原有的

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先前的聚族而居、分散獨立轉變為與漢人雜處、

接受中原政府的管轄。羌人彼此之間及其與漢人、漢政權之間的接觸形式、程度

也遠異於前。加上安帝以降朝政的腐敗、統治階級的盤剝、帝國東西方矛盾的加

劇及朝廷對涼州地方勢力的防范，
121這些都使得塞內羌人所處的族際、政治環境

變得甚為復雜，促使其不得不根據變化了的外在環境調整原有的聚散策略或創造

新的組織形式。 

然而，羌人結成同盟或政權以反抗漢朝壓迫並不是漢羌鬥爭的全部。通覽史

籍，單一羌落與漢軍進行軍事對抗、部分羌人在漢軍驅使下鎮壓同族、各羌種互

相攻掠的事例在漢代俯仰皆是。甚至在東羌起義之後，這些現象依舊存在。如羌

落單獨反抗漢軍的事例有：「永甯元年春，上郡沈氐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順

                                                        
120 朱聖明，《秦漢華夷觀念與民族意識研究》，頁 65。 
121 關於漢羌矛盾背後體現的漢朝統治階層的政治鬥爭，可參閱王勖，〈羌漢戰爭與東漢帝國的東西矛盾〉，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7 年，第 5 期，頁 7-12；〈東漢羌漢戰爭動因新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08 年，第 2 期，頁 18-19。 



 

帝永建元年，隴西鐘羌反」；「（陽嘉）三年，鐘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桓

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122等等。羌人在漢軍驅使下殘殺同族的事例

有：建光元年（121）秋，當煎種忍良與燒當種麻奴等聯兵寇掠湟中，進攻金城

諸縣，「（馬）賢將先零種赴擊之」；陽嘉四年（135），應對鐘羌良封等攻掠隴西、

漢陽二郡，「馬賢亦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永和四年（139），馬賢率領

湟中義從及羌胡騎兵萬餘人擊殺了反叛的燒當種那離，
123等等。各種落間的彼此

攻殺足以證明涵蓋所有羌人的族群認同並未形成。即便是前述較為穩固的羌聯

盟、羌政權也都是局部性質的，其並不能團結所有的羌種。各個羌人群體依然可

以自主地根據外部環境決定戰與和或結盟與否。也正因不同的羌人部落各有打

算、各行其是，「客觀上東漢與羌人集團難以形成足以涵蓋其整個群體的和平交

往機制」。
124由此，對於不同時期的不同羌人群體，其政治、軍事行為中體現出

的族群認同意識需要我們具體地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一般而言，族群認同的強度與族際互動的程度息息相關。因此，在族群自我

認同感上，東漢羌人要明顯強於西漢羌人；位處漢郡之內的羌人則高於居於塞外

的同族；而對於同居塞內或塞外的羌種，又以與漢朝往來頻繁的羌種的族群意識

較為顯著。這些可以通過以下現象得到證明：從歷史進程上看，西漢時期的羌落

大多數時間都以部落形態散居在河谷間，只有靠近漢塞的少數羌種在遭受漢朝壓

迫時才臨時結成鬆散的聯盟。這種聯盟無論是在規模、頻率還是穩固程度上均遠

遜於東漢羌人，更別談向政權層面發展了。從地域與接觸度上看，那些遠離漢塞

（發羌、唐旄等）或與漢朝接觸相對較少（白馬羌、參狼羌除外的蜀、漢塞外各

種羌）的羌種，多以部落形態散居，與其他羌種聯繫甚少，他們的族群認同意識

                                                        
122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92，2893，2894，2897。 
123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92，2894，2895。 
124 王勖，〈東漢羌漢戰爭動因新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21。 



 

是極其微弱的；居於漢塞附近且與漢朝互動頻仍的羌種（西漢為先零等種，東漢

則為燒當等種），則能團結他種結盟以對抗漢朝；位於漢塞內的羌人群體（東羌、

湟中羌等）在面對漢朝壓迫時更能相互凝聚，甚至突破單純軍事性質的結盟而組

建區域政權或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聯盟。而組織形式從部落到部落聯盟再到國家

政權，族群認同感顯然在逐漸增強。 

再有，同樣是羌落聚合，東漢永初二年（108）之前諸羌的結合多僅為軍事

目的，此後其政治訴求則甚為顯著。政治目的及行為的介入使得羌人的族群認同

感得到了質的提升；同樣是跨越「結構」邊界的組織形式，塞內外的羌落結盟多

限於固定的羌種，而東羌政權建立後，卻能主動招集塞內外同族。從固定羌落的

聚合到主動招集其他種落，羌人的同族意識明顯在提高；同樣是羌聯盟，塞外燒

當、燒何等羌落的聯盟帶有明顯的親緣色彩，而塞內羌種的聯盟則更多地建立在

地緣及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聚合目的的多種、組織成員的多樣、凝聚紐帶的各

異標示着相關羌種在族群認同上處於不同的層次或階段。 

以上對族群認同的考察是針對總體羌人而言的，事實上，族際互動對族群認

同的影想在單一羌種那裡亦可得到很好的體現。如在前述先零羌由西漢與其他羌

種結成鬆散聯盟向東漢建構羌族政權、燒當等羌由原始的鬆散結盟向穩固聯盟發

展的過程中，族際互動所起的作用是無法抹殺的。正是由於漢羌互動的逐步深

入，相關羌種的族群意識日益增強，這才引致了政治行為及其承載組織的升級或

鞏固。 

很明顯，羌人社會政治組織的形態與其族群認同的狀況有着莫大關聯。正因

族群認同感的產生與增強，才有羌人突破各種「結構」邊界組成聯盟或政權等情

況的發生。反過來，各種政治組織一經產生也具有凝聚羌人、促成認同的功能。



 

如經常參與聯盟的羌種，其族群認同感會明顯高於他種。以燒當、先零為例，此

二者在對面漢朝壓迫時均曾主動招集他種共抗漢軍，「同族」意識甚為強烈。永

和三年（138）冬，燒當種那離等率三千余騎攻打金城塞，為時任護羌校尉的馬

賢擊退，「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
125永初二年（108），先零別種滇零自

稱天子後，更是大肆招集塞內外諸羌。另據附表所見，越是有過聯盟經歷的羌種

越易再次集聚。入東漢後，無論塞外或塞內的羌聯盟，其成員多趨於固定。此外，

我們還注意到，塞內羌人有意識的政治行為並未伴隨東羌政權的覆滅而消失，相

反卻愈加強烈且頻繁。這顯然與東羌政權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鞏固並提升了塞內羌

人的族群認同意識有關。此可在兩個方面得到明顯體現：第一，滇零政權自製印

綬文書、任命漢人為官的做法為後世羌人所沿襲。如段熲、劉陶上書中分別提到

的塞內羌人；第二，作為東羌政權的建立者，在此後的羌人政治行動中，我們總

能看到先零羌的身影。
126這意味着，先零羌的政治訴求並未隨着東羌政權的滅亡

而終結。以上種種均可說明，相關羌種的族群認同意識在聚合解散後依然存在。

因而，那種以羌人集聚的斷續性來論證其族群認同不穩定性的做法是值得商榷

的。更何況東漢羌人聯合的時間都較長，最後多是因為漢軍鎮壓而被迫解散，而

且也並非所有來自漢朝的壓迫都需要羌人聯合以應對之。 

由此，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羌落在應對外來壓迫或對外掠奪時所能凝聚形成的

社會政治組織的形態來判斷相關羌人群體的族群認同程度。這相比於單純以地域

及互動程度甄別的方法更為準確和直觀。因為同一地域的羌人在應對漢朝壓迫時

的政治抉擇並非全然一致，其所體現出來的族群自我認同的程度也參差不齊。這

                                                        
125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95。 
126 因史籍記載殘缺，我們無法確定段熲上書中所繳印綬歸屬於何種羌人，然從段熲曾花很大氣力剪滅東羌

先零來看，這些印綬極有可能為先零羌所有。中平元年的羌亂，先零羌為主要參與者。宋建正是借此次

動亂而建立了河首平漢王政權。 



 

一點，前有述及，現再舉一例加以申說。順帝永建五年（130），護羌校尉韓皓將

原湟中屯田轉置於兩河間，以震懾羌人。「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

解仇詛盟，各自儆備。」
127可見，處於較低水準的「解仇詛盟」的聚合形式在東

漢中後期某些羌落中依舊存在。這些羌種只有在外在壓力迫近時，才放棄彼此間

的仇殺，結成同盟。此與同時期同樣位處近塞的燒當、燒何等種在與漢朝對抗時

能夠結成較為穩固的聯盟形成鮮明對比。燒當等種的族群意識明顯高於兩河間

羌；同樣，單以互動程度確定族群認同感的高低也會有所偏差。譬如，就東羌而

言，其早在秦漢之前便已居於塞內，在與漢人的互動上其絕不遜於西漢西羌，然

而位處塞外的西羌有過結盟抗漢的具體行動，史書卻未見東羌反抗西漢王朝之記

載。直到能夠引致聚合的核心力量及其他凝聚因素的出現，東羌種落的族群認同

感才通過羌聯盟、羌政權的建構而爆發出來。 

兩漢四百餘年間，羌人中先後出現了部落、部落聯盟、國家政權三種不同的

社會政治組織。其中，部落聯盟又呈現出多種形式：以解仇交質為紐帶的較為低

級、鬆散的聯盟，如西漢先零等羌、東漢兩河間羌的結盟；主要以親緣關係為紐

帶的較為穩固的聯盟，如東漢燒當等羌的結盟；主要以地緣關係及共同利益為紐

帶的較為穩固的聯盟，如東漢先零等羌的結盟；以軍事作戰為目的的聯盟，如東

漢永初二年之前的諸羌結盟；帶有顯著政治目的的聯盟，如永初二年之後的眾羌

結盟。歷時上，從西漢到東漢，羌人各部落聯盟經歷了次數上由少到多、規模上

由小到大、穩定性上由弱到強的發展，羌人政權也歷經了從無到有的過程。某些

羌落的組織形態在這一歷程中得到逐步提升，如先零、燒當分別主導的鬆散結盟

向穩固聯盟甚至國家政權的發展；共時上，同一時期的各羌種因外在環境的差

                                                        
127 范曄，《後漢書》，卷 87，〈西羌傳〉，頁 2894。 



 

異，聚合形式也有所不同。那些較少與漢人往來和少受漢朝壓迫的羌種，如兩漢

時期遠離漢塞的羌落，其恒久以部落形態散居在山谷間。而對於與漢朝互動較多

的羌種，在應對外部壓力時則往往會結成更高層次的社會組織。然而，其所能主

導或參與的聚合形式並不完全一致。如東漢中後期，羌政權與不同形式的羌聯盟

幾乎同時存在着。 

於是，根據上述族群認同與社會政治組織的關係，我們也可以從歷時與共時

的角度概述兩漢羌人族群認同的特點：歷時上，從西漢到東漢，羌人的族群認同

感總體上在逐漸增強；共時上，不同外在環境影想下的羌種，其族群認同意識有

着較大差異。此從不同羌人聚合形式的先後出現與同時並存上可以得到較為直觀

的體現。因而，無論在共時還是歷時上，羌人的族群認同都具有層次性和多樣性。

單純以缺乏凝聚力、並未形成強烈族群認同或凝聚力空前增強、形成了十分強烈

的族群認同意識來概述整個漢代或者東漢時期的羌人都是有失偏頗的。 

 

五、餘論 

以上可知，在漢代羌人中間曾歷時或共時的存在過部落、部落→部落聯盟、

部落→國家政權三種不同的族群認同體系。在後兩種體系中，關於「羌人」的認

同意識得以產生並維繫。雖然終漢之世這一認同意識並未能涵括到所有的羌人，

且凝聚在部落聯盟與政權下的各羌種，在組織解散後也最終重新回歸到部落形

態，但是，相比那些恒久以部落形態生存、彼此相互攻掠劫殺的羌落，相關羌種

能夠跨越種種「結構」邊界結成聯盟或政權共抗外部壓力，其同族自我認同意識

得到大大提升是不言而諭的。 

不僅如此，有過參與聯盟或政權經歷的羌種，因社會結構、政治意識、生計



 

模式、文化形象等方面的改變，其彼此或與遠離漢塞的羌落之間的差異逐漸形

成。於是，階序化、等級化的羌聯盟或政權與分散化、平等化的部落結構，建構

國家政權同漢朝爭衡或介入漢人政事的政治舉動（如東羌政權的建立、中平元年

羌亂）與彼此分散獨立、以力稱雄的仇殺行為（如大部分蜀漢塞外羌落、東漢兩

河間羌之間的相互抄掠），因聯合作戰而失調的生計模式與因遠離對漢戰爭而保

存的傳統經濟生活方式，
128因吸納漢人官民及漢朝文化而提升的「華夏化」的政

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如東漢先零羌及劉陶和段熲上書中所談到羌人的文書、印

綬、官職，等等）與不曉文字、無相長一、無它禁令的羌人舊習在漢代，
129特別

是東漢中後期，先後出現與同時並存於不同羌人群體中。 

這樣，伴隨漢羌互動的展開，原本生存狀態幾近一致的羌人分別走上了不同

的發展道路。由於不同時期外在環境的差異，影想各羌落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各不

相同，加上涵蓋所有羌人的決策機構尚未形成，多數羌落均能自主地決定自己的

命運（少數因勢力弱小，常依附或受脅迫於羌人大種的羌落除外），如此，在應

對外部壓力時，各羌人群體的政治抉擇就難免會有所出入，社會政治組織的建構

及族群認同狀況也因此而參差不齊。 

對漢代羌人不同社會政治組織產生過程及族群認同狀況的考察反過來或許

能為我們探討商周時期不同「羌人」群體在政治、文明形態上的差異及「羌人」

族屬問題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或解釋模式。前面筆者提出導致商周不同「羌人」

群體各方面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外在族際環境的差別，並結合商周至秦漢時期

                                                        
128 據王明珂先生的研究，漢代羌人寇邊事件發生的地點和季節在永初元年（107）出現了較大轉變，此前

羌人寇邊多發生在河湟地區且集中在秋冬季節，之後則擴展到北地、漢中、三輔、河西地區，四季均有

出現。王先生認為這可能表明參與寇邊的羌人部落在內遷邊郡後，其原有生計模式已發生了很大改變或

嚴重失調。參見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 178。而某些羌種聚合在羌

聯盟或羌政權之下與漢朝長年累月的持久作戰，其原有的經濟生活方式也必然會受到很大影想。 
129 相關羌落在仿照漢制的基礎上亦有自己的發揮，創制了一些不見於漢政權的印綬、官職。參見朱聖明，

《秦漢華夷觀念與民族意識研究》，頁 63。 



 

「華夏」西緣人群因外部環境變化而引致社會結構發生變遷的實例進行了分析。

但是，由於史載過略，我們無法確切比較族際互動與族別差異在造就商周不同「羌

人」群體上的具體效應。而通過對漢代羌人的考察，我們可知與外在不同族際環

境的互動是可能導致具有相同族源的族群最終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如建立羌人

政權的先零、主導羌人聯盟的燒當、游離漢塞之外的發羌本同為西羌；同樣是先

零羌，西漢時期，其還只是偶爾與其他羌種結成鬆散聯盟對抗漢朝，東漢安帝后，

則建立了規模較大的國家政權。諸如此類，在漢代羌人那裡還有很多實例。逆向

來看，東漢中後期不同羌種在政治形態、社會結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與商

周不同「羌人」群體在這些方面存在顯著差別的情況極為相似。
130既然族際互動

可以導致具有相同族源的漢代羌人在生存狀態上走向多樣化，那麼將政治、文明

形態的不同歸因於族別差異並以此否認商周各「羌人」群體之間可能存在的族源

關係甚至將「羌」視為西方土著人群的泛稱、概念或想像便稍顯輕率。 

綜合來看，從商周到秦漢，隨着中原政權勢力的持續向西擴張，「華夏」西

部人群漸次與「華夏」人群發生互動，通過應對不同族際環境的變化而走上了各

自相異的發展道路。131這種現象與模式一直在「華夏」西緣不斷上演着。 

                                                        
130 不同的是，在漢帝國更為強大的軍事鎮壓下，漢代羌政權、羌聯盟所持續的時間要短於商周「羌人」政

權及部落聯盟。 
131 商周時期，與中原互動的西部邊緣人群主要分佈在關中、隴東地區，其政權或部落聯盟也多位於該地區。

此時，河湟地區的土著人群很少與商周王朝往來，以部落形態散居；秦漢時期，漢人勢力進入河湟一帶，

部分羌人開始通過與漢人的互動走上結成聯盟、建構政權的道路，另有部分羌人則徙往更西方，仍以部

落形態散居。 



 

附表：兩漢時期各羌落結盟抗漢概況表 132 

時間 結盟羌落 
結盟各羌落主要 
活動與進攻的漢郡 

具體記載 文獻出處 

元鼎五年 133 
（前 111） 

先零、封養、牢姐種 隴西郡 
（元鼎五年）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134時先零羌與封養牢

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余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 
《漢書·武帝紀》 

《後漢書·西羌傳》 
約太始四年 
（前 93） 

西羌 隴西郡 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135 《漢書·趙充國傳》 

元康三年 
（前 63） 

先零、罕、開及諸羌

種豪二百餘人 
金城郡 

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質盟詛；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

盟誓，將欲寇邊。 
《漢書·趙充國傳》 
《後漢書·西羌傳》 

永光二年 
（前 42） 

彡姐等七種羌 隴西郡 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彡姐等七種羌寇隴西，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 
《漢書·馮奉世傳》 
《後漢書·西羌傳》 

建武十年 
（34） 

五谿、先零等諸種 金城郡、隴西郡 
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建武）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

隴西。 
《後漢書·來歙傳》 
《後漢書·西羌傳》 

建初元年 
（76） 

卑湳、勒姐、吾良種 隴西郡、金城郡 
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

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 
《後漢書·西羌傳》 

建初二年 
（77） 

燒當、封養種 
金城郡、漢陽郡、

隴西郡 
（建初二年）燒當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績，羌遂寇漢陽；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

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後漢書·章帝紀》 
《後漢書·西羌傳》 

章和二年 
（88） 

燒當、燒何、當煎、

當闐、武威等羌種 
隴西郡 

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眾四萬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

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 
《後漢書·鄧訓傳》 
《後漢書·西羌傳》 

永元四年 
（92） 

燒當及其他諸種 金城郡、隴西郡 
（永元四年）燒當羌寇金城；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

金城塞。 
《後漢書·和帝紀》 
《後漢書·西羌傳》 

                                                        
132 為謹慎起見，本表只統計史書中明確言及結盟的事例。對其他雖未明言，卻疑似結盟的例子（如不同種羌同時攻掠漢塞、漢郡）不作統計。 
133 當時西漢尚在沿用顓頊律，以冬十月為歲首，《漢書·武帝紀》將羌人結盟之事系於次年九月之後，於顓頊曆為元鼎五年（前 112），在現行公曆則是公元前 111 年。 
134 此「故安」當為「安故」，為隴西郡屬縣。《漢書·地理志》涿郡內有故安縣，但其離羌人居地甚遠，疑誤。 
135 此為趙充國在元康三年（前 63）向宣帝上書中的內容，往前三十餘歲，約為太始四年之前幾年，此次羌落結盟為《後漢書·西羌傳》所不載。 



 

永初元年 
（107） 

先零別種滇零、鐘羌

諸種 
漢陽郡、隴西郡、

天水郡 
（永初元年）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

先零別種滇零與鐘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 
《後漢書·安帝紀》 
《後漢書·西羌傳》 

永初二年 
（108） 

先零別種滇零與武

都、參狼、上郡、西

河諸雜種 

北地、上郡、西河、

武都等郡 
（永初二年）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

眾遂大盛。 
《後漢書·西羌傳》 

元初元年 
（114） 

燒當、當煎、勒姐等

種 
金城、武都、漢中

等郡 
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抄掠武都、漢中。 《後漢書·西羌傳》 

建光元年 
（121） 

燒當、當煎 金城郡 
（建光元年）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

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 
《後漢書·安帝紀》 
《後漢書·西羌傳》 

永建五年 
（130） 

兩河間羌 金城郡 
（韓皓）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羌。……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

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 
《後漢書·西羌傳》 

延熹二年 
（159） 

燒當、燒何、當煎、

勒姐等八種羌 
隴西郡、金城郡 

（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延熹二年，

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

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 

《後漢書·桓帝紀》 
《後漢書·段熲傳》 
《後漢書·西羌傳》 

延熹四年 
（161） 

零吾、先零、沈氐、

牢姐、烏吾諸種 
上郡、隴西、漢陽

等郡 

（延熹四年）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寇三輔；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

抄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征；（延熹）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

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諸種并力寇并、

涼及三輔。 

《後漢書·桓帝紀》 
《後漢書·皇甫規傳》 
《後漢書·段熲傳》 
《後漢書·西羌傳》 

延熹九年 
（166） 

沈氐、先零諸種 上郡、安定 
（延熹九年）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

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 
《後漢書·張奐傳》 

中平元年 
（184） 

先零、湟中羌、義從

胡 
金城、北地、隴西

等郡 

（中平元年）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叛；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叛，

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

乃與湟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 

《後漢書·靈帝紀》 
《後漢書·董卓傳》 
《後漢書·西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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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an Dynast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factors affecting 
various Qiang tribes’ dispersion and aggregation were not the same, and the decision-making body 
which covered all the Qiang people had not yet formed, Interaction with Han Dynasty, most Qiang 
tribes can own independent political choices. Affected, the Qiang people has successively 
generated and simultaneously existed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such as 
"Tribe" "Horde Alliance" "State power" in Han Dynasty. Corresponding, the Qiangs’ ethnic 
identity was also emerged level and diversity. Overall, whether it was in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social structure, or ethnic identity, the Qiangs in Han Dynasty were very similar to the Shang and 
Zhou Qiang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Qiang people’s survive state in Han Dynasty, maybe it can 
provide us with a new research ideas or explain the mode, for which we can explore the Shang and 
Zhou Qiang groups’ differences of each other and their ethnic issues, and for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 crowd ecological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at western margin of "Hua-Xia" in Shang and 
Zhou, Qin and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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