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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漢代一種特殊的「長鼻」胡人圖像，並從「映現」（寫實）的觀點，
探討與之關連的幾種現生人種類型。初步研究認為：此種胡人圖像可能與高加索種
中的地中海人種等人群有關，並進一步推測此種胡人造型的出現，可能肇因於匈奴
從西域大量地補充兵員，結果造成了匈奴人種的日趨高加索種化。此外，烏孫及月
氏的人種，也可能是擁有此類性狀的人群。
ᙯᔣෟĈ漢代、人種、胡人、匈奴、西域、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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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狂胡來，懼死翻生全。今秋官軍至，豈意遭戈挺。匈奴為先
鋒，長鼻黃髮拳。彎弓獵生人，百步牛羊羶。……1
Ǖ࣫ĆѕߒĲࡴݙҖ̣ࢵĳ
дࢵྐ̚Ăѕߒ೩˞זЛζˠ۞टᄻĂᔵྐ̝̚ЛζΞਕߏᔳಔࡎ౿ٕ
аࡖĂҭϡĶܜᆄķ˘ෟֽೡᆷЛζˠ۞ࢬొপᇈĂߏ࣎ࣃ۞קەϡᄬĄ҃
д႔˿͛̚ۏĂޫѣ˘ౄݭ؈প۞ࡧˠဦညĂ̂۞পᇈߏጾѣͼವ
૱͎ܜ۞ޘᆄĄϤٺд઼̚Ϋफ़̚ĂĶᆄķᄃĶஎϫķ˟ෟགྷ૱జϡֽԛटࡧ
ˠ۞टᄻĂٙͽĶᆄķߏᝥҾࡧˠဦည۞˘ีࢦࢋᇾĄдߙֱ˿۞႔ࡧ
ˠဦည̚Ăࡧˠᆄ̄۞ޘܜజপҾгྒ̂Ą༊ᑕА҂ᇋזĂѩౄߏݭӎ৷ࠎ
˘Ķྒૺķ̼۞͘ڱĂЯࠎೡᘱ۞၆෪ྒૺ̼Ăߏ࡚ఙ̍ᘹ̚ݡ૱֍۞ܑன
͞ёĄ̙࿅˘ֽϤٺĶܜᆄķࡧˠ۞ౄݭТॡனд൪ညϮăᐎඈ̙Тᙷ۞ݭ
̍ᘹ̚ݡć˟ֽѩĶܜᆄķࡧˠ͛ۏ˿۞гᕇ่̙ࢨ઼̚ٺώ˿ဩ̰Ă˵
னд༊ॡᛳٺҘા۞າᘟгડĂٙͽд҂ᇋĶளຐညķЯ৵γĂҬͼ̙༰
΄ˠᘃႷĶܜᆄķࡧˠဦညĂߏӎ˵хд˘ᆷ၁۞Ξਕّĉώ͛ӈߏдѩ
ϲಞٙઇ۞˘ဘྏّኢĂԓ୕ᖣѩ˘႔ЛζܜഇͽֽᄃҘા۞̷ᙯ
ܼĄ

˘ă҂Οٙ֍۞Ķܜᆄķࡧˠဦည
2002 ѐາᘟ̈ګဪг۞൴ଧႷߏҘા҂Οࠧ۞˘Іְ̂Ăд˿͛̚ۏĂѣ
ܜ۞ૺྒͼܕᆄ͢ᐎˠࢬည͔˞ඊ۰۞ڦຍĞဦ 12 ă2ă33 ğĄѩˠࢬညࣧ
ཉٺഉᇻ̰֗ގొܕܢĞဦ 4ğĂ 4 А݈າᘟஞᎩᒉሹဪгഅ˿࿅ᖬᄏдގ
֗ᐝ˯۞౫ኳࢬĂࡗ͎̇ᄃ֗ގᐝొ̂̈࠹༊Ą 5 ҭ̈ګဪгٙˠࢬည۞
͎̙̇̂Ğࡗ 10Ű7 ̶̳ğĂͷཉٺొĂ߇ҬࢬܧཊĄտܼߏ۞ّି؟ᆇёү
《全唐詩》
，第8冊，頁3006-300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
，頁37。
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 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
，頁19，30；另參見新疆文物考
古研究所，〈新疆羅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發掘簡報〉
，頁24，32。
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
，頁14；NHK「新シルクロード」
プロヅェクト編著，《新シルクロード 1樓蘭、トルファン》
，頁84。
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5號墓發掘簡報〉
，頁1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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ڱĂԺٕߏဪϠ݈۞ւညĂϫ݈ڱઇෞᕝĂүϡࠎңҌ̫̙ځĄᙷҬ۞
ܜᆄౄݭϺ֍ٺΩ˘͢ԛጡ˯̝ᐎˠညĞဦ5ğĂ 6 ֶፂ 2007 ѐ۞൴ଧಡ
ӘĂ˩αѐᇴፂពϯĂྍဪཨѐ̝̂Ξਕّߏд̳̮݈ 1650 Ҍ݈ 1450
ѐ̝มĄ7
၁ᙷҬౄ͢۞ݭᐎˠࢬညА݈˵അ˿࿅Ă͟ώ̂ଣᐍฤд˟˩͵ࡔܐ
അٺາᘟᇈะ࠹࣎זҬౄ͢۞ݭᄦˠࢬညĞ7.5Ű5.6 ̶̳ă8.4Ű5.2 ̶̳āဦ
6ğĂனᖟٺᔹ઼઼ϲ̚δ౾ۏᐡĂѐፂ̠ࠎ̣Ҍ˛͵ࡔĄ 8 ̈ګဪгΩ˿
˘І͢ᄦˠࢬညĂܑࢬᔵ̏ჺѤĂҭ̪Ξ࠻ᆄ۞পᇈĞဦ7ğĄ9
ᄃ̈ګဪгܕҬ۞ĶܜᆄķࡧˠဦညĂ˵னд႔۞൪ညϮ̚Ąд̋ڌሞ
э˿۞൪ညϮ̚Ăѣ˘ೡࡧһ۞൪ࢬĂ൪ࢬ̚ࡧˠᆄ̄Ϻүྒૺ̝ېࡎܜĞဦ
8ğĂ 10 ѣຍߏ۞ޥдዑॎᜢٙበ۞Į઼̚Οځጡܰဦᐂį̚Ăќᐂ˞Іፂ
̠ߏΔഈ۞ܰ̀ڠĞဦ 9ğĂ 11 ˵ጾѣ˘ሀ˘ᇹ۞ܜᆄౄݭĂᐝొ̝ొౄݭᄃ
ሞэ˿൪ညϮೀͼТĄܜᆄࡧˠဦညд႔൪ညϮ̚၁གྷ૱னĂтдګ
ݑາሂะĞဦ 10ğă12 ࠃݑګวĞဦ 11ğă13 α̌јౌĞဦ 12ğă14 ̋ڌժݑĞဦ
13ğă15 ᑻှĞဦ14ğ16 ඈг˿۞൪ညϮဦည̚Ăࡧˠܜᆄ۞ౄܧౌݭ૱ځពĄ
ѩγĂܜᆄౄࡧ۞ݭˠဦညд႔˵ன͞ݑ઼̚ٺĂᇃҘෳᎩ̚˩αཱི
ဪഅ˿˘Іࡧˠܰळ፶Ğဦ15ğĂ17 Ķܜᆄķ۞পᇈ˵జ̍НࡎពֽĄᇃэ
۞Ҙ႔ဪ̚Ϻഅ˿࿅˘Іࡧܰळ፶Ăܜᆄ۞পᇈТᇹځޝពĞဦ16ğĄ18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國家文物局主編，《200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頁5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
，頁46。
據圖錄所云出土地為吐魯番，參見（韓）國立中央美術館，《中央アジアの美術》
，頁77；但伊
弟利斯等人認為應是大谷探險隊在若羌時所獲之小河墓地遺物。參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
，頁3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
，頁38。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中國畫像石全集》
，第2冊，頁208-209，圖219。
鄭振鐸，《中國古代明器陶俑圖錄》
，圖版77、78。
李淞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
，頁194。
李淞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
，頁197。
中國畫像磚全集編委會，《四川漢畫像磚》
，頁39，圖54。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中國畫像石全集》
，第1冊，頁133，圖180。
李淞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
，頁152。
中國國家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甌駱遺粹》
，頁181。
藝術家雜誌社編製，《漢代文物大展》
，頁 167，圖版 86；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等編，《廣州漢
墓》
，頁278，圖版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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၁˭֞࣫ĂᙷͧĶᆄķՀࠎࡎ۞ĶܜᆄķࡧˠဦညĂᔘߏགྷ૱
னٺ҂Ο͛̚ۏĄт̱ഈॡഇĞ࣫ĉğٙ˿۞˘ыಽࡧˠܰĂѣځޝព۞
ࡎᆄপᇈĞဦ 17ğć 19 ̋Ҙ˿ΔᆅڌщͳૌჁဪ۞ވጨ൪̚ĂϺΞ൴னּѣ
ܜᆄপᇈ۞ࡧˠဦညĞဦ 18ğć20 ฦཱσဪ˿۞ᙷဦည˵̙͌Ğဦ 19ğĂ21
д࣫۞ࡧˠܰ̚ĂᙷܜᆄܰࡧېՀߏ૱֍Ğဦ 20ğĄ 22 ΩγФጆ൫ߦԃҹ֧
ҹ˼Ң߽а㕼઼ͳپॡഇ۞Ķᘲݶܝሄဦķ̚Ă൪ࢬ˯Ξ֍̱Ҝᆄሄरϒ
дݶሄĂΞͽ៍၅זΠ˯͞ሄ͘۞ܜᆄপᇈజΎព˞ֽĞဦ 21ğĄ 23 ͟ώϒࣗ
ੰᖟѣ˘ĶዕࡧͳࢬķĞဦ22ğĂ24 Ϻүྒૺ۞ܜᆄౄݭĄ

˟ăѣᙯܜᆄࡧˠဦည۞ೀྋᛖࢬШ
ଂܜᆄဦည۞ώ̶ֽ֗ژĂࢵАυืٚᄮಶ၁ᅫଐ֏҃ڶĂĶܜᆄķࡧˠ۞
ౄݭѣځពྒૺ̼۞้ШĄѣᙯܜᆄౄݭˠညன۞ࣧЯĂ៍۰۞ၗࡗޘΞ
̶ࠎᙷĈ˘ߏᄮࠎѩဦည৷ࠎĶၹķćΩ˘៍ᕇᄮࠎဦညᔘߏѣᆷ၁
ٕ͠Ķߍனķ25 ۞ଐڶĄಶၹ۞៍ᕇ҃֏Ă࣎ˠᄮࠎѣͽ˭ˬΞਕّĈ
ௐ˘ଐߏڶ੫၆າᘟ༊гۤົଐޥֽڶ҂۞ĄΞਕ၆༊г۞̍Н҃֏ĂĶ
ᆄķߏ˘ۤົٙૣ۞टᄻপᇈĂΞਕ෪ᇈጾѣշ̄ঈໄٕംᇊĂ 26 ࠤٕ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松本雅明，《中國古代史研究》
，頁 387；小沼勝衛編，《東洋文化史大系第二卷漢魏六朝時
代》
，頁1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睿墓》
，彩版15、16。
韓康信、張慶捷，〈虞弘墓石槨雕刻人物的種族特徵〉
，圖版61、80。
乾陵博物館編，《絲路胡人外來風──唐代胡俑展》
，頁 95；洛陽市文物管理局編，《洛陽陶
俑》
，頁333。
王嶸，《西域藝術史》
，頁258。
韓昇，《正倉院》
，頁73。此面具的年代為西元8世紀，參見Ken Parry, “Japan and the Silk Road
Legacy”, p. 221.
所謂「映現」的觀點，是認為圖像能忠實地捕捉歷史的一瞬間，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展現文字史
料所無法呈現的過去。參見黃克武，〈導論：映現抑或再現？──視覺史料與歷史書寫〉
，收於
氏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達與文化構圖》
，頁iii-v。
十八世紀的骨相學者專注於鼻子的大小和形狀，認為那是掌握一個人個性和智慧的關鍵。觀察者
長久以來都把鼻子和男性的生殖器連結在一起。奧維德（Ovid）曾說「一個男子的真相盡在他的
鼻子」
。維吉爾（Virgil）也描述過一個姦夫「被奪去了鼻子」
。在短兵肉搏的古代戰爭中，鼻子
常常是攻擊的目標（也許戰士將之視為是一種閹割敵人的象徵性手法）
。文藝復興時代學者德拉
波塔（Giovanni Battista della Porta）曾寫道：「鼻子有如權杖。」人像畫家繪製喬治．華盛頓的
側面時，往往強調他「大而端正的鼻子」
，美國人仰慕這只鼻子，認為是華盛頓毅力與前瞻遠見
的明證。拿破崙曾述及，當他需要一個好的策略人才時，「只要可能，我都選擇鼻子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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ѣĶෳķ۞ຍஉĄтд႔۞࠹ˠఙ̚Ăӈͽᆄ॔ă˾̂۰ࠎ˯࠹Ă 27 ҃ͷ
̂ᆄٕᆄՀߏૻृ۞পᇈĄ 28 дᗬॢݑΔഈॡഇĂТᇹ˵ѣ࿅ͽᆄ࠹үࠎҿҾ
ෳ۞ּ̄Ą 29 Яѩጾѣͧ˘ਠˠՀ̂۞ᆄ̄ĂΞਕߏؖăгҜᄃᝋ˧۞˘
ᔳಔĄ
ௐ˟ଐ̍ߏڶНᐌຍّ۞ྒૺ͘ڱĄΞਕ౹ү۰ᄮࠎߊࡧˠ۞পᇈ̝˘
ӈߏᆄĂ֤ᆃΪࢋΎពᆄ۞পᇈӈΞĂҌٺᆄ̄ࢋĶķזңޘĂ֤
ಶБጴ̍Н۞Ꮈ̝ٙҌ˞Ą
ௐˬଐڶΞਕߏቡҋ̍ٺНዳјቚٙ̚रٚ۞ߙֱ็Ğӈ௫Ⴭ۞ॾ
इğĂҌٺԛј۞ࣧЯࠎңĉऻُѣॡా̍Н˵̙ࠤĄҌٺѩᘹఙࢲॾ
ԛј۞ૄᖂߏԆБгၹĂԺٕ˵ѣߙᆷ၁۞ࢬШĉ༊˟۰࠰ѣΞਕّĂҭ
ඊ۰ှΞ࠹ޢܫ۰Ą
Ω˘ྋᛖ۞៍ᕇᄮࠎဦညᔘߏѣᆷ၁Ğߍனğ۞পᕇĂӈѩܜᆄࡧˠ
ဦညᔵѣྒૺ۞ј̶Ăҭૄώ˯ᔘߏ੫၆ࡧˠटᄻ۞ߙᆷ၁ܑனĂѣֱྒ
̂Ăٺૄߏݒ၁ᅫଐڱ̼͘ૺྒ̶ొ۞ڶĂ̙ਕෛࠎߏ˘Б۞ĶၹķĄ30 Ҍ
ٺඊ۰ࠎңଳϡѩෛ֎ֽ៍၅ᙷ۞ဦညĂԧᄮࠎѣͽ˭ೀᕇநϤĈ
Ğ˘ğ࠹Ҭ۞ࡧˠౄݭன̙ٺТгાĞາᘟăࣧ̚ăα̌ăරݑğĄ
Ğ˟ğ࠹Тࢲॾ۞ဦညன̙ٺТᙷҾ۞ᘹఙݡĞ൪ညϮă͢ᐎăܰğĄ
Ğˬğᄦүֱဦည۞ϔ̙݀ࢨٺಏ˘ϔĞࡧă႔ğĄ
ଂဦညՄफ़ֽ࠻Ăд႔Ҍ࣫۞˿̚ۏĂᙷѣྒૺপᇈ۞Ķܜᆄķࡧ
ˠĂҬͼགྷ૱јࠎ઼̍̚Н۞ܑன၆෪ĄᔵᄲĶྒૺ̼ķߏ࡚ఙ̚ݡ૱ϡ۞ܑன
͘ڱĂҭտޢࡦજ፟Ăऻُ̙ਕଵੵ༊ॡቁѣ˘ࡧˠĂጾѣͧ˘ਠࡧˠՀࠎ
ࡎ۞ᆄĂ̖ග̍Н˭˞எגО෪Ăซܑ̝҃ன̍זᘹ̚ݡĄኢߏ̍Н

參見嘉博兒．葛雷瑟（Gabrielle Glaser）著、許瓊瑩譯，《鼻子》
，頁49-52。
祝平一，《漢代的相人術》
，頁181。
28 彭衛，〈漢代的體貌觀念及其政治文化意義〉
，收於氏著，《漢代社會風尚研究》
，頁115。
29 《魏書．王慧龍傳》記載：「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
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頁
875）
。
30 有關「歷史」及「圖像」真實與虛構的比例問題，筆者有另文申論，參陳健文，〈在映現與再現
之間──以漢代胡人圖像為例看歷史及圖像的真實與虛構〉
，頁29-7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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ዳјቚٙ̚रٚ۞ߙֱ็ćٕߏ̍НֶัϯĂᏲଂߙัٙࢋՐ۞প
অᘹఙࢲॾֽᄦүဦညĞтฦཱ͉ࣧσဪ۞ֲ̚ᘹఙ็ğĂ˲ѩ࠰ࠎౄಶĶܜ
ᆄķࡧˠဦည۞ΞਕЯ৵̝˘Ąҭ࣎ˠ̪ྏဦഈĶߍனķ۞֎ޥֽޘ҂ĂЯࠎಶ
ˠጯ۞֎֏҃ޘĂѩᙷܜᆄপᇈቁѣΞਕߏߙֱࡧˠপѣ۞ّېĂ҃̍ߏ่ܧ
Нಏ৷۞ྒૺ̼̏҃͘ڱĄдҘֲֲ̈́̚۞ѝഇˠۏဦ෪็̚Ăѣᆄ̄̈́ீ༗
జࡎ̼۞้ШĄဦ 23 ߏ˿ҋֲ̚ Bactria гડ۞˘࣎ѣᓍৠីညĂ31 ீ̂
ܜᆄ۞পᇈӈځពٚ˞࡚৶̙྿Ѽֲ۞ᘹఙ็Ą҃ӈܮтѩĂྍгડĶг
̚ঔˠķٕĶ͐Ⴌůΐ৶ˠķٙ૱֍۞ᆄّېĂऻُ˵ߏౄಶѩ࡚
ఙࢲॾ۞ࢦࢋࣧЯ̝˘Ą
ૄ۞˯ٺநϤĂඊ۰ᄮࠎĶၹኢķ۞៍ᕇĂ̙˘ؠਕБࢬྋᛖѩᙷဦည
۞јԛࣧЯĂЯѩଂᆷ၁ٕߍன۞៍ᕇֽ࠻ֱܜᆄࡧˠဦညĂᑕᔘߏѣኢ۞
ᆊࣃĄ၁҂ᙋ̍ү۞ώኳӈдĶᕚΞਕّķĂ32 ତ˭ֽٺૄߏܮѩ៍ᕇٙ೩
۞˘ֱኢĄ

ˬăĶܜᆄķࡧˠᄃனϠˠ۞ͧ၆
дனϠ۞͵ࠧˠ̚Ăੵ˞ొ̶۞࡚߷ОгщˠγĂጾѣĶᆄķপᇈ۞
ˠೀͼБᛳٺΐ৶ĞCaucasoid ٕჍለᘲ͐ EuropoidğĂĶᆄķᑕზߏ
ΐ৶ѣҾ̂ٺˠ۞˘ีځពّېĄҭӈֹߏΐ৶Ăд̙Т͚ր
̚ݭĂᆄ̄ޘϺѣ̙̝ޘТĄֶፂ݈ᛂᓑˠጯछᤀĆᤀĆᘲܛૄᄃ
ɊĆɁĆЕ͛۞̶ᙷĂጾѣ̂ᆄٕᆄ۞ለᘲ͐ˠѣĶ̂Ҙ߶ůگᘲ۞ঔˠ
ķăĶОޘůг̚ঔˠķᄃĶ͐Ⴌůΐ৶ˠķĄ 33 ͽ˭ߏଂ͋ाĞC. S.
Coonğ۞үٙ̚ќˢ۞࣎Ķᆄķ۞ΐ৶ˠဦညĂࣇ̶Ҿߏᛳ͐ٺႬ
۞ᄋপκ࣯ᘲˠĞဦ 24ğᄃֲ࡚κֲˠĞဦ 25ğĂ݈۰జᕩࠎ Dinarics ˠĂޢ

美穗博物館（Miho Museum）編，《古代バクトリア遺寶展圖錄》
，頁14，圖2、172。
32 余太山認為：「何謂考據？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擺可能性』
。歷史的本來面貌固然只有
一個，但這個本來面貌卻往往不可能通過考據的手段鎖定。考據家用盡各種方法之後得到的只能
是一種或幾種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便是史學家的發明。在大多數情況下，今天學者所追求的歷史
真相不過是許多客觀可能性中得到實現的一種，決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是這一個而不是另一個可
能性得到實現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參見余太山，〈編後記〉，《歐亞學刊》，第 3 輯，頁 298299。
33 Я．Я．羅金斯基、Μ．Γ．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
，頁 522；朱泓，《體質人類
學》
，頁339-34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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۰జᕩˢٙᏜ۞г̚ঔˠĞMediterraneansğĄ34
ֶፂᤀĆᤀĆᘲܛૄᄃ ɊĆɁĆЕ͛۞үĂଂາϮጡॡҌѝഇᜠ
ጡॡĂ֓ΐႬസͽҘ۞ᇃֲ̰̂гડĂΐ৶ˠߏѩ˘гડࢋҫᐹ๕
۞ཏĄдݑҘұӀֲгડĂଂ̳̮݈ˬ˼ѐࡔҌ˟˼ѐࡔܐഇ۞֤ڱܠҘ
ࡠ͈ĞAfanasievoğ̼͛ဪཨ̚۞ˠĂѣᔿ۞ځለᘲ͐ˠপᇈĄݑҘұӀ
ֲ̳̮݈˟˼ѐࡔщᇇᘲᏚ͈ĞAndronovoğဪཨ̚۞្ૄώ˯࠹֤ڱܠٺܕ
Ҙࡠ͈̼͛۞្ĄᅚϮ֭ϡॡ۞ҘҘұӀֲاϔĂˠᙷݭᛳٺለᘲ͐ˠ
ĄдҘұӀֲҘొޝѝಶ൴Ϡ˞ᄋΟˠᄃለᘲ͐ˠ۞ҕĂҘұӀֲ۞ለ
ᘲ͐ˠј̶ߊֽҋҘ͞ǕǕֽҋڌለĂ˵ֽҋҘ͞ݑĄдາϮጡॡᅚϮ֭
ϡॡϠ߿дྍડڌΔҌ֓ΐႬസ۞اϔౌѣለᘲ͐ˠপᇈĄҘұӀֲܠႬ
ůᖠޜᑏˠᙷ۞ݭԛјĂߏΟለᘲ͐ˠᄋΟˠЧј̶ܜഇҕ۞ඕ
ڍĄ35
҃дֲ̚۞າϮጡॡĂᤀĆᤀĆᘲܛૄᄃ ɊĆɁĆЕ͛Ĉ˘ă՟ѣ
ᄋΟˠᙷݭć˟ă࠻ֽഅߏࣧؕለᘲ͐ˠҫᐹ๕۞ݣᖠҹڌΔгડا
ϔĂᄃ˿ݑऱતဩ̰Ğྍгડاҝࣧؕг̚ঔᙷاݭϔğ۞ֲ̚ا͞ݑϔ̝มх
дᔿ۞ځमҾĄݑРҹܦ۞ᅚॡ្ᛳڌٺг̚ঔᙷݭĂдາϮጡॡ
ᅚϮ֭ϡॡϐ۞ݣᖠҹڌΔొĂ្ѣࣧؕለᘲ͐ˠ۞পᕇĂ֭
ТҘұӀֲ֤ڱܠ۞ొݑҘࡠ្͈࠹ܕĄႬ̒ৼĞFerganağ࠴гдܦᅚॡ
˵اҝг̚ঔᙷاݭϔĄ̳̮݈ޢೀѺѐ۞سڌѼႬొݑгડΟဪٙ˿۞
ҹĞSakasğˠ្Ăତٺܕг̚ঔثڻгડ۞ܜᐝݭለᘲ͐ᙷݭĄ͇̋ăܠ
̄݉܅ሀ۞Тॡഇ្ĂপᕇࠎൺᐝݭĂѣᄋΟˠј̶Ą̳̮݈ޢॡഇ
ဪཨĞРႬРВ઼ٛࡊۺ۞ګӀဪĂ͇̋ܠ۞˘ֱဪğ̚۞្
Ă൴னѣለᘲ͐ˠᄋΟˠ۞ј̶Ă҃ͽ݈۰۞ј̶ࠎĄݣڌᖠҹ
̣݈̮̳Ҍα͵ࡔ۞ΟˠᙷጯՄफ़ĂᄲځˠᙷݭତٺܕщᇇᘲᏚ͈ဪ̚۞
ᙷݭĄݣᖠҹгા̰Հॡ۞្ѣᄋΟˠ۞ߙֱপᕇĄдܦᅚॡ
ϐᄋΟˠপᕇ۞็ᇫޝޘऴĂޝזॡᄋΟˠᙷ̖ݭႣˢྍгડĄܠ
ಱѭăϿ६̂ొ̶гડăϿٛҹొ̶гડܠٛұΗफ̂ొ̶гડ۞اϔૄώᛳ
ٺОޘůг̚ঔˠ۞ЧᙷݭĄҭߏĂᄃγΐ৶߳ዐгડ۞اϔݒᔿܑ۞ځ
C. S. Coon, The Races of Europe, Plate 17 Fig. 3, Plate 26 Fig. 3, Plate 38 Fig. 4.
35 Я．Я．羅金斯基、Μ．Γ．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
，頁562-56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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ன͐Ⴌůΐ৶ˠ۞পᕇĄ͐Ⴌůΐ৶ˠ۞ֲ݈ᙷݭপᕇߏѣᆄ
ਖࡎăᆄბ˭ܜ۞ݬᆄĂ፧࠺ͨĂྍᙷ߹ݭҖдֲ࡚κֲˠֲˠ̚Ą
ΐ৶Чૄώ˯ѣለᘲ͐ˠপᇈĂࣇ˘ਠౌѣโᐝጀĂโҒٕᗔҒ۞ீ
༗Ăࡎ۞ᆄ̄Ăᆄࡦ૱ࠎΎԛĂᆄыൾ˭ݬĄ36
дາᘟгડٙ൴ன۞ΟˠᙷጯՄफ़̚Ăֶፂᔹࡁ۞ܫտĂለᘲ͐ˠЯ৵
ࢋܑனдͽ˭ˬᙷݭĈ˘ߏΟለ߷ˠᙷݭĂݭၗᄃன្ܜለ߷ˠ̝
Ꮪ۞ҹĞNordic ٕΔለğˠᐝ࠹Ҭć˟ߏ្ܜለ߷ˠ۞г̚ঔ͚ڌĞОޘů
ܠಱѭğᙷݭćˬߏൺ្ለ߷ˠ۞سѼႬůႬ̒ݭĞֲ̚ݭګğĂ၁ࠎܠ
ႬᄼĞӈ̚ለˠğĂ37 ҭ˵ѣˠᄮࠎ၁ߏг̚ঔˠ۞̶͚Ă38 ӈϤг̚
ঔᙷݭൺ្̼҃јĄ39
ଂˠጯ˯ֽ࠻Ă၁݈۞Ķ̂Ҙ߶ůگᘲ۞ঔˠķăĶОޘůг̚ঔ
ˠķᄃĶ͐Ⴌůΐ৶ˠķĂౌѣΞਕߏѩᙷܜᆄဦညܑٙன۞ˠĂ
ֱˠౌ̶Ҷٺགྷ૱ᄃາᘟତᛈ۞̰ౙֲ߷гડĄдѩĂώ͛୬Гүซ˘Վ۞ͧ
၆ĄࢵАߏᆄݭĄдˠጯ˯Ăˠ۞ᆄ̄ԛېѣЧ̶ᙷĂтҘՅৌѨ۞ү
̚Ă၆ᆄᙷ̶۞ݭтဦ 26Ă 40 ̚ᇾཱི 2ĞΎᆄğă4Ğᆄğă5Ğыᆄğˬ
ᙷݭᄃဦည̚۞ܜᆄࡧˠྵࠎତܕĄ
ࣃڦຍ۞ߏᇾཱི2۞ΎᆄᆄݭĞӈܸჍ۞Ķ൘͉ᆄJewish NoseķٕĶ㚈ᆄķ
AquilineğĂ 41 ᅲҬ݈۞͐Ⴌůΐ৶ˠĂᆄݭপᕇߏᆄਖࡎăᆄბ˭
ݬĂдҘֲ۞ѝഇܛ။˯གྷ૱Ξ൴னᆄݭĄဦ 27ߏٙᏜ۞ֲ݈ˠĂࠎΐ
৶гડ۞ֲ࡚κֲˠĂ42 ဦ 28 ߏщि઼ޓĞParthiağ။˯۞ Ardavanu ˘͵઼ͳ
ւညĂ 43 ځពгܑன˞ѩᆄ۞ݭপᇈĄ݈ဦ 15 ᇃҘ˿ᄦˠညĂϺܑன
ѩᆄݭপᇈĂពϯΟ။˯۞ဦညྤफ़ᔘߏѣᆷ၁۞ࢬШхдĄдለ߷Ă˵Ξ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Я．Я．羅金斯基、Μ．Γ．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
，頁571-573，581-582，587。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
，頁219。
角田文衛，〈ユーラシア內陸文化の展望〉
，頁8。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
，頁5。
西村真次，《體質人類學》
，頁293。在羅金斯基與列文的著作中，則將鼻背型態分為：凹形、直
形、凸形和波浪形。參見Я．Я．羅金斯基、Μ．Γ．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
，頁
151。
西村真次，《體質人類學》
，頁294。
小山榮三，《人種學（各論）前編》
，頁202。
朝日新聞社編，《The Glory of Persiaぺルシャ文明展》
，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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൴னૻአ൘͉ˠܜᆄপᇈ۞ဦညĞဦ 29ğĂ 44 Ξ֍ֽҋҘֲгડ۞൘͉ˠĂӈֹ
֗ለ߷ĂҘֲˠপѣ۞ܜᆄّېᔘߏјࠎለ߷ˠᙊҾĞࠤҌߏڡෛğ൘͉ˠ
۞˘࣎ᇾĄдன̫ΐ৶гડ۞ಕֲڼˠ̚Ă̪̙ॡΞ൴னѩѣܜᆄপᇈ
۞ˠϔĞဦ30ğĄ45
ಶˠ̶Ҷ۞ડાֽ࠻Ăᄃາᘟгડᙯܼ۰ѣˬĈ˘ߏг̚ঔˠĂ
ߏܠಱѭăϿ६̈́ܠٛұгડ૱ன۞ˠᙷݭć 46 Ѩߏ̶Ҷ͐ٺႬůҘ
ֲгડ۞͐Ⴌůΐ৶ˠć47 Гֽഅ̶Ҷٺາᘟ۞ٙᏜΟለ߷ˠĂݭၗତ
្̝ܜܕᏚ۞ҹˠĞତ̂۞݈ܕҘ߶ůگᘲ۞ঔˠğĂ˵ߏ˘ѣĶᆄ
̄̂҃ܜķপᇈ۞ˠĄ 48 ЯѩĂဦညٙ̚ពன۞ĶܜᆄķࡧˠĂᑕྍᄃͽ˯
ˬˠᙷݭѣᙯĄ

αă႔Ķܜᆄķࡧˠဦည۞ᛳયᗟ
ଂ႔൪ညϮٕܰ۞ဦညྤफ़̚ĂԧࣇΞͽ൴ன̙͌۞ܜᆄࡧˠĂ҃д႔
۞ࡧˠဦည̚Ăࡧˠ૱ͽᆄ۞ౄݭனĂಶ͔൴˞˘࣎ۋᛉĂӈЛζ۞ˠ
યᗟĄϤٺдΫă႔˟३̚Ăࡧˠд̂ొ̶۞ଐ۞˭ڶಶߏЛζĂ49 ͷд႔
۞ߙֱ൪ညϮ˯Ăഅѣᇾϯˠۏ൪ࢬ۞ၳᗟĂтĶࡧͳķĞ۲ݱԂૅ̋ğă50Ķࡧ
ķĞ̋̋ݱğă 51ĶࡧζܝķĞ͞ݱ൪ညϮğඈфᇹĂࠎԧࣇдҿؠң۰ࠎ
ࡧˠॡ೩ֻ˞˘࣎ࢋ۞ֶፂĂࢫҲ˞߹ٺᓓീ۞ΞਕّĄ 52 ֱ҃ၳᗟٙᇾϯ
۞ࡧˠĂౄݭкܑனࠎᐝᑛыಽăᆄăкᝰĄ༊ဦညਕӎͅߍன၁ĉኢ۰
࠻˘̙ڱĂѣଂГனăຐည۞֎ޘˢ͘۰Ăૻአဦည۞Ϡј၁ߏၹ̂ٺৌ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l. 16.
日本學習研究社著，王志遠等譯，《世界民族大觀》
，第4冊，頁38、39。
Я．Я．羅金斯基、Μ．Γ．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
，頁581。
Я．Я．羅金斯基、Μ．Γ．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
，頁616。
Я．Я．羅金斯基、Μ．Γ．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
，頁522。
如白鳥庫吉云：「凡《史記》
、《漢書》中之單稱胡者，皆專指匈奴言之，決不見有指他民族
者。」參氏著，〈東胡民族考〉
，頁 71。譯本見方壯猷譯，《東胡民族考》
，頁 9；孫機也曾指
出：「東漢以前，所謂胡，主要指匈奴。」氏著，〈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
，頁
555；又見陳健文，《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
，頁55-84。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
，頁29，72。
馬漢國編，《微山漢畫像石選集》
，頁40，41。
邢義田教授先前對此已有詳論，此處不再贅述。參氏著，〈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
料中的「胡人」外貌〉
，頁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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၁ć˵ѣ৭дĶߍனķϲಞ۰Ăૺဦည̪ѣͅߍன၁۞ࢬШĄ 53 ώ͛୬৭д
˘ޢϲಞĂኢᆄࡧˠΞਕͅߍ۞˘ֱયᗟĄ
ѣᙯЛζ۞ˠĂඊ۰ᄮࠎߏତࡎܕ౿ĂӈТॡѣొ̶ΐ৶ᄃᄋΟ
ˠ۞পᇈ 54 Ą҃႔ဦညྤफ़֤̚ᆄăஎϫăкᝰ۞ࡧˠԛ෪ĂޝΞਕߏ
˘ᆷ၁ࢬྵૻ۞ܑன͘ڱĂ҃ߏܧၹّྵૻ۞ĶளຐညķĄϤٺϫ݈ϟඥ
ͽ̰̈́ڌᄋΟгડإϏ൴னѣ২႔̝݈۞ΐ৶ˠՄफ़ 55Ğҭԧࣇ̙ᑕଵੵ
ֽ൴ன۞ΞਕّğĂ߇Лζ۞ˠયᗟܮӔன˘ۋᛉ۞ېၗĄҭӈܮЛζ۞
ˠߏтඊ۰ٙଯീ۞ࡎ౿ĂҭࠎңЛζٕࡧˠ۞ԛ෪ົֽΐ৶̼ĉ
၆ѩĂጯ۰അѣ࿅ྋᛖĄт֎ϣ͛ᄮࠎЛζώᑕࠎ৷ო۞ᄋΟˠĂҭд൴
ण̈́ᕖૺ۞࿅̚Ă̙ΞᔖҺ۞ົགྷ૱ᄃݑҘұӀֲҘొ̈́Ҙા۞ϨҒˠҝϔ
ତᛈĄ҃۞ڠإഫێϔдጼۋଟဳҖજ̚Ăፃଟّ̃ࠎζᔴٕүࠎҋ̎ߏވ
˘૱֍۞ன෪ĄᐌЛζ๕˧дҘા۞ᕖૺĂҘ͞ለ߷ˠ۞ҕ୵̙ܮᕝгႣ
ˢЛζĂ҃ጱ˞ҕ৷ஐّ۞ಉεĄЯѩЛζˠ۞ҕߏᄃॡ࣌ត۞Ă
ࣧώߏ৷ოᄋΟˠ۞ЛζˠଂҘ̮݈ˬ͵ࡔϐཧͽֽĂϤٺᄃЧ̙Тϔତ
ᛈăপҾߏᄃለ߷ˠኜొҕ۞ඕڍĂࣧώᛳٺᄋΟˠ۞ҕ୵۞ి֝ܮ
ಉεĄ56 Otto J. Maenchen-Helfen ೩Ω˘ྋᛖĂᄮࠎЛζˠ̚۞ᄋΟˠ
ј̶ĂᔵົЯ̂ณ႔ഈݔ۰̈́႔һིܵ۞ΐˢ҃זᆧૻĂҭЛζϺܜഇ۞ଠ
טາᘟĂ๕υ˫ົଂາᘟᛸа࠹༊ᇴณ۞ΐ৶ˠ˾ĄЛζ̚۞ΐ৶ј̶
ܐΞਕֽҋٺᔴᛳ۞ొརĂᐌЛζдҘ̮݈˟͵ࡔ۞ڇفဦϞĞTuvağ
гડĂ̂ณΐ৶ˠ˾ˢ۞ඕڍĂົֹࣇ۞ˠՀഈШለ߷ˠ̼Ą 57 Չ
53
54

55

56
57

有關爭議個人已在拙文〈在映現與再現之間──以漢代胡人圖像為例看歷史及圖像的真實與虛構〉
中有所申論，此處不贅。
筆者所謂的「突厥種」
，是指在性狀上同時兼具歐羅巴人種與蒙古人種特徵的人種類型，而此種
類型在突厥系民族身上表現的最為典型，在人種學上被稱為「南西伯利亞類型」
，也稱為「突蘭
人種類型」
（Turanian）
。參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
，頁5，17-20；
Я．Я．羅金斯基、Μ．Γ．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
，頁530。就語言學方面的證據而
言，目前對匈奴的語言仍無定論，大致說來以蒙古語說與突厥語說為大宗，雖然人種與語言不見
得有直接必然的聯繫，不過學界仍有許多學者主張匈奴是講突厥語的，如伯希和，參 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970, p. 24; W.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pp.95-99；G. Clauson 著，牛汝極、黃建華譯，〈突厥、蒙古、通古斯〉
，頁 125；岑仲
勉，〈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
，頁36；林幹，〈論匈奴的族源族屬及其與蒙古族的關係〉
，頁87。
據報導2001 年青海民和縣官亭鎮胡李家遺址出土了3具歐洲人種骨骼，年代為東漢末年或稍晚，
可能是目前中國境內新疆以東唯一的漢代以前高加索種人骨材料，參見王明輝，〈青海考古首次
發現歐洲人種遺跡〉
，《中國文物報》
，2002年5月10日，7版。
角田文衛，〈フン族と匈奴──その人種的歸屬をめぐつて〉
，頁286-291。
Otto J.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37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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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ᡕᡅڱ࠻۞ݙϺТĂᄮࠎ႔൪ည᎑Ϯ˯۞ࡧˠԛ෪̝ٙͽົӔனᆄкᝰ
۞পᇈĂ֭˘ܧฟؕಶтѩĂ҃ߏдޢ႔ॡ႔ăЛጼۋጼಞொـҘાޢĂЛ
ζฤ̚ΐˢ˞̂ณҘા̀һ۞ඕڍĄ 58 ЯѩĂд႔൪ညϮ˯۞ֱ֤Ķܜᆄķ
ࡧˠĂົ̙ົֽߏܮҋٺາᘟֲ̈́̚гડ۞Ҙાһĉ

̣ăЛζ۞Ҙા̈́ڼ၆ˠ˾ј̶̝ᇆᜩ
ЛζٙاгડҋᒖဩೋКĂۏኳϠ߿ᓞࡴĂˠ˾ᆧܜதҲĂˠ˾ං͌Ą 59
дགྷ࿅႔ăЛܜഇ۞ጼޢ̝ۋĂЛζ͞ࢬຫεၝࢦĂ๕υࢋࢬᓜтңྃ·һ۞
યᗟĄ่˘ޓڠഈ۞႔ăЛጼۋĂЛζฤ۞๋˸ଐ̶˩̏ڶᚑࢦĂĮ႔३Ćڠ
ࡔޓįྶĈ
元光六年（前129）……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
元朔元年（前128）……遣將軍衛青出雁門，……獲首虜數千級……
元朔二年（前127）……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獲首虜數千級……
元朔五年（前 124）……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獲首虜萬五千級……
元朔六年（前 126）……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定襄，斬首三
千級……
元狩二年（前 121）……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斬首八千級…
…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斬首虜三萬餘級。……廣殺匈奴三千
餘人……
元狩四年（前 119）……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去病與
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
天漢二年（前 99）……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斬首虜萬餘級。…
…騎都尉李陵……斬首虜萬餘級……60
ೀѨጼԝ̚Ă͍ͽ̮ࠚαѐĞ݈ 119ğܦᄃᐒΝঽᓑЪବᎿ̝ԝЛζຫ๋
ࠎၝࢦĂЛζ͞ࢬ˘ѨԶຫ˝ܕ༱ˠĂጼڶΞᏜၝধĄҌٺΫᚱٙྶ႔ॏ୭Л
ζ۞ᇴфĂߏӎົѣಡ۞ଐڶĉಶ႔۞ྶֽ࠻Ă႔̝ڱѣᆧིᒔ
衫原たく哉，〈漢代畫像石に見られる胡人の諸相〉
，頁219-235。此資料蒙邢義田教授惠賜，特
申謝忱。
59 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
，頁179。
60 《漢書．武帝紀》
，頁155-21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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ཋĂ 61 ˯Αॡᆧಡིᒔࢵ৺˘ਠౌࢋͽѪЖĂ 62 тĮ႔३ąΑҊܑįĈĶ݄آ
̙ܭᙊĂČČӱᑝЛζᆧࢵ̙ͽ၁Ă༊ୈĂཋĂҺķĂ 63 ˫Į႔३ąҘા็į
̠ĈĶ˯ͽͰ̙ҌഇĂᆧ౨ᒔĂི҃ۢాۦд݈Ăఽᅐ̙ซĂ࠰˭Сҋ
୭ķĂ 64Į႔३ą࣫็įϺ̠͛ޓॡĈĶำ̚чĞᗬğإӱ˯Αࢵིम̱৺Ăੳ
˭˭̝СĂ݇ᒑĂཋӱ̝ķĄ65 ҃ͷΑְঘދᒑĂЯ̝ୈࢵ৺ᇴ༊̙Ҍٺᗓன
၁͉ᅈĄ
ଂĮ႔३į۞ᐂ៍̝Ăдޓڠഈ۞႔Лጼ̚ۋĂዎ႔ୈࢵ۞Лζฤܮ
Ҍ͌྿˩༱ˠͽ˯Ă 66 ҃༊ॡЛζ۞ˠ˾̙࿅Ѻዶ༱Ă 67 ࠤҌΪѣ̣ă̱˩༱ν
ΠĂ 68 Лζ۞ܦӴˠ˾Ξᄲೀͼঐਈ߰ΗĄᔵ߱ࡗˬ˩ѐ۞ॡม̚Лζˠ˾
˵ົၙၙаೇᆧܜĂҭྃ·շ˚̪ߏ̷࢝ͷυื۞Ąд႔Лጼۋഇม˵ѣ̂
ณ۞႔ˠ˸ˢЛζٕࠎЛζٙܵјࠎζᔴĂҭᄃ႔ഈགྷ૱ֹϡࢫࡧүࠎฤ۞ଐ
̙ڶТĂ 69 Ξਕߏፉ͕႔ˠѣੱ݈ࣆཱ͖̝ĂЯѩЛζˠှΞᏴፄҘાˠֽүࠎ
·ྃһ۞ࢵᏴĄ҃ҘાˠϔΐˢЛζฤ۞ଐڶĂࠤҌѝд݂ॡഇӈ
̏ฟؕĄĮΫĆ̂ؤЕ็įྶĈ
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
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鳥嗛肉蜚其上，狼往乳
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
之民予昆莫，另長守於西城（域）。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黃今言，《秦漢軍制史論》
，頁362。
熊鐵基，《秦漢軍事制度史》
，頁323。
《漢書．功臣表》
，頁68。
《漢書．西域傳》
，頁3786。
《漢書．馮唐傳》
，頁2314。
元朔元年與元朔二年之斬虜人數，依《漢書．衛青、霍去病傳》之記載，疑分別為 2,300 級與
3,017 級（頁2473）
。若數千人以1,000 人計，萬餘人以1萬人計，則斬首數超過17 萬，僅衛青及
霍去病，依該傳載即合斬首虜16 萬（頁2490、2493）
。但《漢書．匈奴傳》亦另云二人所殺虜數
為八、九萬（頁3771）
，若再加上李廣、李廣利、李陵等三人之斬首數（約為23,000 人）
，則保守
估計匈奴在武帝朝的折損人數應至少在10萬以上。
呂思勉與馬長壽推測匈奴人口約150 萬，見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
》
，頁660；馬長
壽，《北狄與匈奴》
，頁27。
葛劍雄估計匈奴的人口總數不過五、六十萬，參氏著，《中國人口史》
，卷1，頁398；趙文林、
謝淑君亦推測匈奴極盛時期的人口約七、八十萬，武帝漢匈戰爭時不過五十多萬，參氏著，《中
國人口史》
，頁28-29。
有關漢朝以胡制胡的胡兵策略，可參見邢義田，〈東漢的胡兵〉
，頁143-166；邢義田，〈漢代的
以夷制夷論〉
，頁9-53；羅獨修，〈胡兵胡將對漢武帝撻伐匈奴之影響試探〉
，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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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
遣奇兵襲，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70
নगд݂̈́ҁ˯ಏ˷ॡഇ˘ۡԝᛳٺЛζĂনगˠܜഇϠ߿дЛζ̝̚Ăࠎ
Лζ߆ᝋৼඁڇԝܮڱᔖҺĂтⲠචĞሁᜋğă֘रă̂ؤăاඈ઼Ă
ౌᛳТᇹଐڶĄ 71 ϤٺনगഅܜഇԝᛳЛζĂ߇ЛζΞਕ͘নग၁ன˞ШϿஞ
ͽᅈгડ൴ण̝ϫ۞Ą72
Лζഅд͟ుͳॡٺҘાనĶငဉౌķĂĮ႔३ĆҘા็į̠Ĉ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
稅諸國，取富給焉。73
ͳАᓽĮ႔३ྃڦį͔Քഢᔹ͠ĈĶငဉౌᄏᖎዦˠ˾Ąķ 74 ٙᏜᖎዦˠ
˾Ăಶߏߤˠ˾Ąߤˠ˾۞ϫ۞˘ߏࠎᇈќኬඁĂТॡдጼॡٕυࢋॡ٩አ
Ӵ˚Ν༊һĄ 75Ķငဉౌķ۞ငဉĂຍӈζᔴĂ߇ငဉౌΞүĶΦζᔴ̝
ౌķྋĄ76 ߏͽЛζෛҘાኜ઼ࠎĶငဉķĂనౌ̚اᇈኬඁă̄̃ĄЛζ
ଠטڼҘા̝ࢋϫ۞ߏᜦҫથăᇈኬඁă౻ԝһԝĄ 77 Ҙા˿ᔵ
к࿅ྺਆϠ߿Ăҭ̙ਕଵੵࣇ۞ආٕܦѐజᇈ൴ҌЛζޢĂੵ˞ፉЇζ
ᔴă̍Н۞ЇચγĂ 78 ᔘืԼ௫ᗨड҃јࠎЛζ̀һĄĮˬ઼ԠĆᗬԠĆনॱᔿ
ڌןл็įᄣ͔ڦ̝ڗ౦ྠĮᗬரĆҘѕ็į̠ĈĶྦྷིĂώЛζ˵ĄЛζЩζ
ࠎྦྷĄČČ˘ܧĂѣ̂ࡧă˚ĂٕᅲѣۮᗔĂϤώ˸ζ߇˵Ąķ 79
ѩม̝Ķ̂ࡧķĂᑕӈҘાࡧĂ80 Лζˠ˾̚ѣֽҋҘા۞ζᔴᑕႷཌྷĄ
70 《史記．大宛列傳》
，頁3168。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王慶憲，〈匈奴盛時其境內非匈奴人口的構成〉
，頁33。
余太山，〈匈奴、鮮卑與西域關係述考〉
，頁155。
《漢書．武帝紀》
，頁3872。
王先謙，《漢書補注》
，頁1612。
陳序經，《匈奴史稿》
，頁474。
松田壽男，〈匈奴の僮僕都尉と西域三十六國（一）
〉
，頁27；該文另收於氏著，《松田壽男著作
集2遊牧民の歷史》
，頁114-139。
余太山，〈匈奴、鮮卑與西域關係述考〉
，頁165，168。
松田壽男，〈匈奴の僮僕都尉と西域三十六國（二）
〉
，頁37；魯金科認為匈奴單于的幕營中，或
有來自巴克脫利亞、安息的男女工匠亦未可知。參見S. I. Rudenko 著、加藤九祚譯，〈匈奴と他
の諸民族の關係〉
，頁40。
《三國志．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傳》
，頁859。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
，頁39；林幹，〈魏晉時期的匈奴族和羯族〉
，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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ፂĮ႔३ĆҘા็į۞ྶĂЛζయڼҘા۞ĶငဉౌķĂᔵд႔ކ
ޓॡЯ͟ుͳࢫ႔҃פঐĞ͟ుͳᅳငဉౌğĂ႔ഈ֭дҘાనҘાౌ᜕ቁ
ϲд༊г۞ڼĄ 81 ҭЛζҋ݂ͽֽ̏дҘાགྷᒉˣ˩ዶѐĂѣկ۞ᇆ
ᜩĂ 82 Ҙાኜ઼̪ࠦᛵЛζĂొ̶઼छϺຍᙸᄃЛζࠎЁĂ 83 т֘र઼͕ܮШЛ
ζĄᄏдҘાኜ઼̚Ăͽ֘रЛζᙯܼࠎ̷Ă֘रҜ༊ЛζซˢҘા̝ܝ
͗Ăࠎһछυ̝ۋгĂ႔ăЛ̙ᕝࠎ֘ဳۋरणฟԽ֨ጼĂᗕ͞࠰അд֘र͏
ϣĂтĮ႔३ĆҘા็į̠ĈĶߌޓॡĂĞྋᇎğ̳˯३͠ĈĺЛζ൴ᗨϣ֘
रĂ֘रᄃЛζࠎ˘ĂВܬনगĂ͇̄ضା̝ĊĻČČߌޓॡĂЛζೇֹα˼
ᗨϣ֘रĄķ 84Į႔३ĆЛζ็įྶг༼ˬѐĞ67 B.C.ğҘાోݱኜ઼Խໝ֘र
ޢĂЛζϲגΩϲ֘रͳĂ႔Ϻ͏ϣ֘रͽԩЛζć 85 πޓॡĂ֘रͳޢήؑ
Яީެౌ᜕७ĂϺ˸ࢫЛζć 86 າఁؕ˟઼ޙѐĞ10 A.D.ğĂ֘रࠤ઼ޢҌᓝ
઼˸ࢫЛζĄ 87

پᄮࠎ֘रࠎܠႬրഫێϔĂ 88 ࡶѩᄲࠎߏĂЛζଂ

֘रྃ·һࣶܮΞຐ֍Ă߇Лζ၆֘र۞ࣅࢦᑕѣһ˯۞҂ณĄ
ҋনჯಏ˷ᄃޓڠ၆ԩεୀޢĂЛζ۞ࢦ͕̏ฟؕـҘΔொજĄĮ႔३ĆЛ
ζ็į̠ĈĶনჯಏ˷ϲ˩໐ĂѪĄČČߏ໐Ă̮̱ދѐĞ105 B.C.ğ˵Ąҋߏ
ޢĂಏ˷益ҘΔĄν͞һۡำ̚ĂΠ͞һۡ੧ߵăĄķ 89 ڌ႔ॡݑЛζГޘ
̰ܢĂ႔˫ᅳѣনॱĂ߇ΔЛζৈࣅያҘાĄڌ႔ܐЍޓڠ၆Ҙાଳঐໂ߆ඉĂ
ጱΔЛζ˫ޭೇ၆Ҙા۞ଠטĄтĮޢ႔३ĆݑЛζ็įྶĈĶĞڠޙğ˟˩
ˣѐĞ52 B.C.ğĂΔЛζೇᅋֹྔᗒ྄̈́ĂՀ˶ᏐĂ֭ኛࢰሄĂ˫ՐதҘ
81 《漢書．西域傳》記載：「至宣帝時，……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
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頁3873-3874）
。
陳序經，《匈奴史稿》
，頁475。
萬雪玉，〈試論匈奴政權在西域的統治〉
，頁31。
《漢書．西域傳》
，頁3905，3922。
《漢書．匈奴傳》記載：「其明年（地節三年，67 B.C.）
，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
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
師地以實之。」
（頁3788）。
《漢書．匈奴傳》記載：「是時，漢平帝年幼，……會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
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
（頁3818）
。
《漢書．匈奴傳》記載：「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黎謀降匈奴，都護但欽斬誅之；置離兄胡蘭
支將人眾二千餘人，敺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
（頁3822）
。
崎昌，〈匈奴的西域統治與兩漢的車師經略〉
，頁5，16；余太山亦認為車師屬塞種四部之一的
Gasiani，參見氏著，〈
《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兼說有關車師的若干問題〉
，頁210-211。
《漢書．西域傳》
，頁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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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ኜ઼ࡧމᄃ࣌ᚥ֍Ąķ 90 ҭϤޓځٺăౢޓॡ၆ЛζԼଳ᎕ໂඉரĂЛζᄃڌ
႔ᙯܼ˫ౝˢღૺ۞ၗ๕Ă༊ॡᗕ͞дҘા๕˧̢ѣঐܜĂ߇ࡰፏڌ႔၆Ҙા
ߏĶˬˬ఼ķĄ91 дڌ႔ˬޓѐĞ91 A.D.ğĂᚭጳࠁਊᛲᑝΔЛζޢĂΔЛ
ζ๕˧ԆБੜ႐ΔĂ֭ـҘાᖇĄ 92 ̙࿅Лζᔵᗓฟ႐ΔĂҭֶдҘાᄃ
႔ഈۋĄĮޢ႔३ĆҘા็į̠Ĉ
安帝永初元年（107 A.D.），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
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
延光二年（123 A.D），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
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
（永建）六年（131 A.D），帝（順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
匈奴資之，以為鈔暴。93
дڌ႔ॡഇٙᏜ۞Ķ႔ăЛጼۋķ̚Ă၁ᅫ˯ᄃ႔ഈ၆ᕑ۞Ă̂кᇴߏΔ
Лζ҃ݑܧЛζĄ 94 Яѩ႔ဦညྤफ़̚۞ֱĶܜᆄķࡧˠĂໂΞਕߏֽҋΔ
ЛζଂҘાᇈአ۞̀һĄ
҃Лζߏӎ˵Тॡ၆ࡧڌր۞নॱăᔿןᇈһĉ࠻ֽ̙ਕଵੵᇹ۞Ξਕ
ّĂҘ႔ॡনॱАҊᛳЛζĂдޢͽޓڠԼԝ႔ഈĂ႔֭ཉনॱ७Ⴞᅳ̝Ą 95
̙࿅Лζᄃনॱ̝ᙯܼҬ༙ܧĂĮ႔३ąЛζ็į̠Ĉ
其明年（元鳳三年 78 B.C.），……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
冢，匈奴怨之，方發兩萬騎擊烏桓。……
是時，漢平帝年幼，……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則殺使者，
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
дڌ႔ॡĂᔿןăনॱצ႔ഈ̈́ݑЛζԝᛳĂ 96 ᔵѣڇݔĂҭགྷ૱ԽᑝЛζĂ

90 《後漢書．南匈奴傳》
，頁2946。
91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自建武（光武帝）至于延光（安帝）
，西域三絕三通。」
（頁2912）
。
92 《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
（永元）三年（91 A.D.）
，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
93
94
95

96

所在。」
（頁2954）
。
《後漢書．西域傳》
，頁2911-2912。
邢義田對此曾有專論，參見氏著，〈東漢的胡兵〉
，頁143-166。
《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及武帝遣驃騎
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於是始置護烏
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
（頁2981）
。
當時以度遼將軍監控匈奴及烏桓，參見邵台新，〈漢朝監護匈奴的軍事將領〉
，頁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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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Įޢ႔३ĆݑЛζ็įྶĈ
建初元年（76 A.D），……時皋林溫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
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元和）
二年正月，……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
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章和元年（87 A.D），鮮卑入左地擊北匈
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97
߇Ҍ͌дڌ႔ॡഇĂЯ༊ॡࡧڌր۞ᔿןăনॱԝᛳݑЛζ̝߇Ăᄃ႔ഈ
үጼ۞ЛζһࢋᔘߏΔЛζ̀һĂ˫ϤٺΔЛζଠטҘાĂٙͽࣇᐹАᏴ
ፄଂҘાᇈһ۞Ξਕّྵ̂ĄᔵҘાઊႬ˵ົဘྏͅԩΔЛζĂҭ࠹ྵ̝˭Ă
ଂনॱഅĶဘ൴Аಏ˷ࣛķ̈́ᔿןĶפЛζϩķֽ࠻ĂࡧڌҬ၆ЛζީㄽྵஎĂ
ЯѩΔЛζΞਕᔘߏͽҘાһүࠎྃ·һࣶ̝ࢋֽĂ҃дҘા˿۞ΔЛ
ζဪˠ̚˵ߍͅזĄଂֲ̚˿۞ЛζˠགྷࡁտពϯĂкѣˠᗔ۞
ّኳĂˢ˞̙ޘඈ۞ለ߷ˠপᇈĂ 98 ҃ѩЪ۞পᇈĂࠤҌѝдЛζϏ
Ҙዏ݈ӈ̏ฟؕĄ 99 ౘԔགྷഅĈĶЛζࢦ͕۞ҘொĂѣඕڍĈௐ˘ߏд
Лζ̝۞ڌনॱăᔿၙၙןгૻֽćௐ˟ߏЛζ益ШҘΔ֕ĂЛζ̙Ϊດܕ
ҘાĂ҃ͷЛζώ֗˵ు႙јࠎҘા۞˘ొЊĂЯ҃Лζᄃ႔ဳۋҘા˵ດᔌᆐ
ধĄķ100 ྕࠎ֍מĄ
ѩγإΞ҂ᇋΩ˘ΞਕّĂ݈അ೩̈́Лζฤ̚ܐഇᑕѣ˘ؠᇴณ۞নग
һĂ҃নग۞ˠ˾ј̚˫Βӣ˞̂ͩ͡ăඈϔĄ 101 ˠ۞Ă˘ਠᄮ
ࠎᔘߏͽΐ৶ĞCacausoidğࠎĂˠᛳٺг̚ঔ۞͚ڌݭОޘůܠಱѭ
ᙷسٕݭѼႬ˘Ⴌ̒۞ݭለᘲ͐ˠĄ 102 ҃ͩ͡۞ˠྵቁ̷۞Οˠᙷጯ
97 《後漢書．南匈奴傳》
，頁2949-2951。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
，頁12-17；趙欣、原海兵，〈匈奴、鮮卑
的人種學研究綜述〉
，頁77。
99 在外貝加爾湖地區與蒙古西部呼尼河沿岸的匈奴墓中，都發現混有少量的歐羅巴人種，顯示到西
元一世紀中葉，該區的匈奴族中有歐羅巴人種和蒙古人種共同在一起生活。參見潘其風，〈從顱
骨資料看匈奴族的人種〉
，頁295，299。最近對匈奴人種的研究也指出匈奴是一個混合的種族，
參見朱泓，〈人種學上的匈奴、鮮卑與契丹〉
，頁7-8；馬利清，《原匈奴、匈奴──歷史與文化
的考古學探索》，頁 195；張全超、朱泓，〈關於匈奴人種問題的幾點認識〉，頁 34-35；馬利
清，〈關於匈奴人種的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
，頁52。
100 陳序經，《匈奴史稿》
，頁478。
101《漢書．西域傳》記載：「烏孫國，……本塞地也。……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頁
3901）
。
102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
，頁3-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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Մफ़Ăҭጯࠧѣֽк۞ጯ۰ᄮࠎᛳΐ৶Ą 103 ԧࣇΞͽ൴னෳᔶ။˯
۞઼ͳւညĂ˵གྷ૱னܜᆄ۞পᇈĞဦ 31ă32ğĂ 104 Тᇹ۞ܜᆄপᇈϺΞд
ૄ͛˯ۏ൴னĞဦ 33ğĄ 105 ߏӎຳϯনगٕͩ͡۞ˠĂ˵ߏᛳٺགྷ૱
னܜᆄপᇈ۞ˠᙷݭĄдன̫سѼႬࣧ۞Рҹˠ֗˯ĂԧࣇֶΞͽ൴
னᄃෳᔶ။ւည࠹Ҭ۞ܜᆄاϔĞဦ34ğĄ106
ֶΟˠᙷጯ۞Մफ़Ăд႔Ҙાሁᜋ઼۞اϔ̚ĂјΞਕͽለ߷ˠ
۞Оޘůܠಱѭᙷݭҫྵ̂ᐹ๕ĄͷҌ͌дᅚጡॡϐഇĂѣࣧؕݭၗᙷݭ
۞ለ߷ˠ̏གྷ̶ҶдᘲοڿгડĄࣇᄃ̶ҶдݑҘұӀֲăݣᖠҹă̚
ֲࠤҌЄႬΐ˭ഫ۞ᅚጡॡاϔౌѣ̷۞րᓑᘭĄ̶ҶдϿஞ˯ګഫ۞Ο
ˠনगĂࢋј̶ߏΩγ˘ˠᙷጯᙷݭĂӈͽൺ្ૄࠎݭᖂ۞سѼႬů
Ⴌ̒ݭĄ 107 дˬᙷ̚ݭĂҌ͌ОޘůܠಱѭᙷݭᄃΟለ߷ˠᙷݭ
ˠĂߏΞਕனĶܜᆄķّېপᇈ۞ĄЯѩ႔൪ညϮ˯۞ֱĶܜᆄķ
ࡧһĂٕధԧࣇΞ̝ෛࠎߏЛζଂҘાྃ·һ۞˘࣎ࢬͅߍĄְ၁˯ᗬॢ
ॡഇүࠎĶЛζҾొķ108 ۞ቫĂጯࠧкᄮࠎֽҋֲ̚Ă109 எϫᆄ۞
পᇈഅдΫ३˯˭ྶĄ 110 ቫᐌݑЛζ̰҃ܢዏˢ̰Ă֖֍дЛζإϏ̶
ෘॡĂ̏ѣࠎᇴ̙͌۞ҘાࡧӵᗔдЛζˠొར̝̚Ą
Ҍٺд͞ݑᇃгડٙ൴ன۞ܜᆄࡧˠĂֽѣͽ˭ΞਕّĈ˘ߏЯ

103 虞萬里、徐文堪，〈從漢文古籍看古代西域（新疆）的人種問題〉
，頁202；陳健文，〈月氏種屬

問題再研究〉
，頁331-358。
104 David Christian.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p. 215; Marylin Martin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1, fig. 1.18.
105 Michael Vickers , Scythian Treasures in Oxford, 1979, Plate 17a.
106 黃石著、韓連贇攝影，《塔什庫爾干》
，頁86，120。
107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
，頁219-221。
108《魏書．羯胡石勒傳》言：「羯胡石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

胡」
（頁2047）
。
109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
，頁45；林幹，〈魏晉時期的匈奴族和羯族〉
，頁45；陳寅恪著、萬繩楠

整理，〈五胡種族問題〉
，頁97-100。唐長孺，〈魏晉雜胡考〉
，頁414-427；譚其驤，〈羯考〉
，
頁224-233；黃永年，〈
「羯胡」
「柘羯」
「雜種胡」考辨〉
，頁187-200；雷家驥，〈後趙文化適應
及其兩制統治〉
，頁173-235。
110《晉書．石季龍傳上》記載：「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
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
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頁2276）；《晉書．石季龍載記下》
記載：「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門諸城外，悉為野
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
（頁27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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Ըࢫ႔ഈ҃ࠎζᔴ۞ࡧˠĞӈٙᏜࡧζğĂΞਕߏֽҋٺЛζᄃֲ̚ć 111 Ω˘
ߏଂঔྮజమֽ҃۞ֲٕݑҘֲζᔴĂ112 C. Martin Wilbur ಶഅζᔴְ၁
˯ߏ઼̚ᄃҘાొ˘۞̚ٽЊĄ113

̱ăඕኢ
ώ͛ဘྏଂĶߍனķ۞៍ᕇĂ̶˞ژ႔Ķܜᆄķࡧˠဦည۞ࡶ̒યᗟĂপ
Ҿߏଂˠጯ۞៍ᕇĂ҂၅ѩܜᆄࡧˠဦညᆷ၁۞ΞਕّĄඊ۰ᄮࠎֱܜᆄ
ˠညٙೡᘱ۞၆෪Ăᛳࢋᑕߏ߿ֲ̚ٺᄃҘֲ۞г̚ঔˠĄֱ҃ܜ
ᆄˠဦညͅߍд႔۞ᘹఙ̚ݡĂ˫ޫࠎЛζଠטҘા֭ଂҘાᇈһ።Ϋ۞˘
ࢬĄυืٚᄮĂ˘࣎ΞͽΒӣ˘ٕ࣎к۞࣎˘ٺϔј̶ć˘࣎ϔ˵
ΞਕΒӣ̙Т۞វኳᙷݭĄ114 Т˘൪ညᗟՄ۞ಲຍ૱ߏкࢦ۞Ă115 ၆ٺဦည
۞ྋĂಏ˘۞ྋᛖᓁѣ۞ࢬͯٺ߹ПᐍّĄҭ၆።ΫጯछֽᄲĂΪѣᚺЕк
Ξਕّ̖ਕᙋгநྋ።ΫĂ 116 ώ̝͛ଯኢүࠎጯࠧ˘ᇶॡّ۞ᄲĂѣܶ
Ч͞छ̝ିϒĄ

111 陳健文，《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
，頁306-310。
112 楊泓，〈中國古文物中所見人體造型藝術〉
，頁386。
113 C. Martin Wilbur,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1967, p. 96.
114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
，頁223。
115 邢義田，〈漢代畫象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
，頁68。
116 余太山，〈編後記〉
，頁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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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३ϫ
˘ă็͛ᚥ
Ğ႔ğΦዏĂĮΫįĂᄂΔĈԈຽ३ԊĂ1995Ą
Ğ႔ğĂĮ႔३įĂᄂΔĈက͛३ԊĂ1987Ą
ĞॢğౘုĂĮˬ઼ԠįĂᄂΔĈԈຽ३ԊĂ1997Ą
ĞᆒԇğࡰĂĮޢ႔३įĂᄂΔĈԈຽ३ԊĂ1984Ą
ĞΔᆅğᗬќĂĮᗬ३įĂᄂΔĈက͛३ԊĂ1987Ą
Ğ࣫ğٗϛ᛬ඈĂĮॢ३įĂΔִĈ̚ර३ԊĂ2003Ą
ĞğͳАᓽĂĮ႔३ྃڦįĂᄂΔĈາ͛ᖳ̳ۍΦĂ1988Ą
Ğğཐয়ୄበĂĮБ࣫ྐįĂΔִĈ̚ර३ԊĂ2003Ą

˟ăܕኢ
G. Clauson ĂͱѬໂăเޙරᛌĂĲࡎ౿ăᄋΟă఼ΟĳĂĮҘΔϔࡁտįĂ1991 ѐௐ
2ഇĂࢱ114-125ă133Ą
ᤀĆᤀĆᘲܛૄăɊĆɁĆЕ͛ĂͳૈࡻඈᛌĂĮˠᙷጯįĂΔִĈᛋିءֈۤۍĂ
1993Ą
̋Ҙ࠷҂Οࡁտٙă͉ࣧξ͛ۏ҂ΟࡁտٙĂĮΔᆅڌщͳૌჁဪįĂΔִĈ͛ۏۤۍĂ
2006Ą
઼ۤ̚ࡊੰ҂ΟٙĂĮᇃэ႔ဪįĂΔִĈ͛ۏۤۍĂ1981Ą
઼઼̚छ౾ۏᐡăᇃҘӴҋڼડ౾ۏᐡĂĮᎅᐨოįĂΔִĈ઼ۤ̚ົࡊጯۤۍĂ
2006Ą
઼̚൪ညϮБะበ؎ົĂĮ઼̚൪ညϮБะįĂᑻݑƟዑэĈ࡚̋ڌఙۤۍƟ࡚ݑګఙ
ۤۍĂ2000Ą
઼̚൪ည᎑Бะበ؎ົĂĮα̌႔൪ည᎑įĂјౌĈα࡚̌ఙۤۍĂ2006Ą
͟ώጯ௫ࡁտۤĂͳԠᅈඈᛌĂĮ͵ࠧϔ̂៍įĂᄂΔĈҋࡊጯְ̼͛ຽ̳ΦĂ
1980Ą
ͳځዂĂĲܦঔ҂ΟࢵѨ൴னለ߷ˠྫĳ
ĂĮ઼͛̚ۏಡįĂ2002ѐ5͡10͟Ăௐ7ۍĄ
ͳᇉጳĂĲЛζॡဩ̰ܧЛζˠ˾۞ၹјĳĂĮ̰ᄋΟۤົࡊጯįĂ2003 ѐௐ 1 ഇĂࢱ
32-35Ą
ͳᑑĂĮҘાᘹఙΫįĂځٿĈำݑˠϔۤۍĂ2006Ą
Ϩ౧ऱРă͞ӴᛌĂĮࡧڌϔ҂įĂ˯ঔĈથચО३ᐡĂ1934Ą
ѦڲĂĲˠጯ˯۞Лζăᔿןᄃ̜ݵĳĂĮΔ͛͞ۏįĂ1994ѐௐ2ഇĂࢱ7-13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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ѦڲĂĮវኳˠᙷጯįĂΔִĈඈିֈۤۍĂ2004Ą
Ҵ͉̋ĂĲĮ႔३ąҘા็įٙ֍ǕǕࣘᄲѣᙯ֘र۞ࡶ̒યᗟĳĂќͩٺĂĮΫ
ࡁտįĂΔִĈ઼ۤ̚ົࡊጯۤۍĂ1992Ăࢱ210-227Ą
Ҵ͉̋ĂĲЛζăᔿןᄃҘાᙯܼ҂ĳĂĮҘΔϔࡁտįĂ1989ѐௐ1ഇĂࢱ153-171Ą
Ҵ͉̋ĂĲበޢĳĂĮለֲጯΏįĂௐ3ᏭĂΔִĈ̚ර३ԊĂ2002Ăࢱ298-299Ą
ӕݍޥĂĮӕݍޥΫϑĞᆧࢎώğįĂ˯ঔĈ˯ঔΟᚱۤۍĂ2006Ą
ԏЅݍĂĲϿᜋ̝ࡧᄃЛζ̝ࡧĳĂќڒٺበĂĮЛζΫኢ͛ᏴะįĂΔִĈ̚ර३ԊĂ
1983Ăࢱ29-36Ą
ՂĂĮ႔ˠۏᐎגᘹఙįĂܜՒĈസ࡚ݑఙۤۍĂ2001Ą
֡ཌྷϣĂĲΟ઼̈́̚ለֲ͛ᚥăဦညᄃ҂Οྤफ़̚۞ĶࡧˠķγᄻĳĂĮ઼ϲᄂ៉̂ጯ࡚
ఙΫࡁտะΏįĂௐ9ഇĂ2000ѐ9͡Ăࢱ15-99Ą
֡ཌྷϣĂĲڌ႔۞ࡧһĳĂĮ઼ϲ߆̂ڼጯጯಡįĂௐ28ഇĂ1973ѐ12͡Ăࢱ143-166Ą
֡ཌྷϣĂĲ႔۞ͽлטлኢĳĂĮΫࣧįĂௐ5ഇĂ1974ѐ10͡Ăࢱ9-53Ą
֡ཌྷϣĂĲ႔൪෪ࡧ႔ጼۋဦ۞ၹјăᙷݭᄃຍཌྷĳĂĮ઼ϲᄂ៉̂ጯ࡚ఙΫࡁտะΏįĂ
ௐ19ഇĂ2005ѐ9͡Ăࢱ1-72Ą
ڒĂĲኢЛζ۞ᛳ̈́ᄃᄋΟ۞ᙯܼĳĂќڒٺበĂĮЛζΫኢ͛ᏴะįĂΔ
ִĈ̚ර३ԊĂ1983Ăࢱ75-87Ą
ڒĂĲᗬॢॡഇ۞ЛζቫĳĂĮ።ΫିጯįĂ1980ѐௐ10ഇĂࢱ45-49Ą
ܖέາĂĲ႔ഈႾ᜕Лζ۞ְᅳĳĂĮᅃ̥ጯᄫįĂௐ23ഇĂ1994ѐ6͡Ăࢱ145-154Ą
ࠃวξ͛ۏგநԊĂĮࠃวܰįĂΔִĈΔִဦ३ۤۍĂ2005Ą
࣫ܜᑋĂĲᗬॢᗔࡧ҂ĳĂќͩٺĂĮᗬॢݑΔഈΫኢᕍįĂΔִĈˬᓑ३ظĂ1978Ăࢱ
414-427Ą
ग፟ĂĲࠃวܛՅ˿ᅙҗˠညᛳ҂ᏰĳĂĮ҂ΟįĂ1987ѐௐ6ഇĂࢱ555-561Ą
ৡπ˘ĂĮ႔۞࠹ˠఙįĂᄂΔĈᄂ៉ጯϠ३ԊĂ1990Ą
ӀĂĲᙯٺЛζˠ۞҂ΟጯˠᙷጯࡁտĳĂĮ̚δϔ̂ጯጯಡįĂ2007 ѐௐ 4 ഇĂ
ࢱ48-54Ą
ӀĂĮࣧЛζăЛζǕǕ።Ϋᄃ̼͛۞҂Οጯଣ৶įĂײজপĈ̰ᄋΟ̂ጯۤۍĂ
2005Ą
ုܜĂĮΔղᄃЛζįĂΔִĈˬᓑ३ԊĂ1962Ą
႔઼ĂĮ̋႔൪ညϮᏴะįĂΔִĈ͛ۏۤۍĂ2003Ą
౾ۏᐡĂĮකྮࡧˠγֽࢲǕǕ࣫ࡧܰणįĂΔִĈ͛ۏۤۍĂ2008Ą
઼छ͛ۏԊĂĮ2005઼̚ࢦࢋ҂Ο൴னįĂΔִĈ͛ۏۤۍĂ2006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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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ăѦڲĂĲᙯٺЛζˠયᗟ۞ೀᕇᄮᙊĳĂĮ̚δϔ̂ጯጯಡįĂ2006 ѐௐ 6 ഇĂ
ࢱ34-38Ą
ౘԔགྷĂĮЛζΫቇįĂΔִĈ઼̚ˠϔ̂ጯۤۍĂ2007Ą
ౘઉ͛ĂĲͩ͡ᛳયᗟГࡁտĳĂĮጯఙะڒįĂ ס8Ă˯ঔĈ˯ঔᅈڌۤۍĂ1996 ѐ 9
͡Ăࢱ331-358Ą
ౘઉ͛ĂĲдߍனᄃГன̝มǕǕͽ႔ࡧˠဦညࠎּ࠻።Ϋ̈́ဦည۞ৌ၁ᄃၹĳĂĮဦ
ညॡ̚۞͛Ϋࣰጯିܝጯᄃޥ҂ࡁົኢ͛ะįĂآᜋĈҢЍ̂ጯĂ2005Ăࢱ 2978Ą
ౘઉ͛ĂĮА২Ҍ႔ࡧˠຍ෪۞ԛјᄃតዏįĂᄂΔĈ઼ϲᄂ៉रቑ̂ጯ።Ϋր౾̀ኢ
͛Ă2005ѐ1͡Ą
ౘă༱ᘰເፋநĂĲ̣ࡧયᗟĳĂќٺĮౘᗬॢݑΔഈΫᓾႊᐂįĂᄂΔĈำ
ᐷۤۍĂ1995Ăࢱ97-100Ą
ೆĂĲ႔۞វᄻ៍̼͛ڼ߆̈́هຍཌྷĳĂќͩٺĂĮ႔ۤົࢲࡁإտįĂҘщĈˬ
২ۤۍĂ1998Ăࢱ103-137Ą
เ̫֏ĂĮ২႔טΫኢįĂپݑĈѯҘˠϔۤۍĂ1993Ą
เϖѐĂĲĶቫࡧķĶᴺቫķĶᗔࡧķ҂ᏰĳĂĮ࣫Ϋְ҂ᛖįĂᄂΔĈᓑགྷְۍຽ̳
ΦĂ1998Ăࢱ187-200Ą
เϮăᔹా㍔ᛷᇆĂĮ̦ऱႬ̒įĂҘщĈੴҘरቑ̂ጯۤۍĂ2004Ą
เҹڠĂĲጱኢĈߍனԺٕГனĉǕǕෛᛇΫफ़ᄃ።Ϋ३ᆷĳĂќͩٺበĂĮ൪̚ѣྖĈܕ
઼̚۞ෛᛇܑ྿ᄃ̼͛ၹဦįĂᄂΔĈ̚δࡁտੰܕΫࡁտٙĂ2003Ăࢱiii-vĄ
າᘟ͛ۏ҂ΟࡁտٙĂĲ2002 ѐ̈ګဪг҂Οአߤᄃ൴ଧಡӘĳĂĮາᘟ͛ۏįĂ2003 ѐௐ 2
ഇĂࢱ8-64Ą
າᘟ͛ۏ҂ΟࡁտٙĂĲ2003 ѐ̈ګဪг҂Οአߤᄃ൴ଧಡӘĳĂĮາᘟ͛ۏįĂ2007 ѐௐ 1
ഇĂࢱ1-54Ą
າᘟ͛ۏ҂ΟࡁտٙĂĲາᘟᘲοګ̈ڿဪг2003ѐ൴ଧᖎಡĳĂĮ͛ۏįĂ2007 ѐௐ 10
ഇĂࢱ4-42Ą
ڲĂĲ઼̚Ο͛̚ۏٙ֍ˠវౄݭᘹఙĳĂќٺग፟ăڲĂĮ͛ۏᕍኘįĂΔִĈ͛ۏ
ۤۍĂ1991Ăࢱ372-397Ą
༱ౠϜĂĲྏኢЛζ߆ᝋдҘા۞ڼĳĂĮາᘟ̂ጯጯಡįĂ1989ѐௐ4ഇĂࢱ29-34Ą
ཀྵᆓฯĂĮ઼̚ˠ˾ΫįĂ˯ঔĈೇό̂ጯۤۍĂ2002Ą
ཀྵᆓฯĂĮҘ႔ˠ˾гநįĂΔִĈˠϔۤۍĂ1986Ą
ཱ༱֧ăष͛ಝĂĲଂ႔͛Οᚱ࠻ΟҘાĞາᘟğ۞ˠયᗟĳĂќࠏͳٺරበĂĮາᘟ
ΟގǕǕΟາᘟاϔ̼̈́͛įĂনጆ͢ᆅĈາᘟˠϔۤۍĂ2001Ăࢱ202-213Ą
छ៝ĂĲޢᅀ̼͛ዋᑕ̈́טڼĳĂĮ઼ϲ̚ϒ̂ጯጯಡ ˠ̶͛ΊįĂௐ 5 סௐ 1 ഇ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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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ѐ10͡Ăࢱ173-235Ą
လ౾ąཀྵ༃ĞGabrielle GlaserğăధᘜሪᛌĂĮᆄ̄įĂᄂΔĈॡಡ̼̳͛ۍΦĂ
2004Ą
ႩᜠૄĂĮ২႔ְޘטΫįĂݑှĈᇃҘˠϔۤۍĂ1990Ą
ᅀ͛ڒăᔁӖĂĮ઼̚ˠ˾ΫįĂΔִĈˠϔۤۍĂ1988Ą
ᅀڟăࣧঔһĂĲЛζăᔿ۞ןˠጯࡁտტĳĂĮ̰ᄋΟ͛ۏ҂ΟįĂ2008 ѐௐ 1 ഇĂࢱ
75-80Ą
ምࢲĂĲଂ្ྤफ़࠻Лζ۞ˠĳĂќ઼̚ٺ҂Οጯࡁտበ؎ົበĂĮ઼̚҂Οጯࡁ
տįĂௐ2ะĂΔִĈࡊጯۤۍĂ1986Ăࢱ292-301Ą
ዑॎᜢĂĮ઼̚ΟځጡܰဦᐂįĂ˯ঔĈ˯ঔΟᚱۤۍĂ1986Ą
ᔹچĂĮϒࣗੰįĂ˯ঔĈ˯ঔˠϔۤۍĂ2007Ą
ᔹܫĂĲăনगăЛζࡎ౿̝ˠᙷጯপᇈĳĂĮҘાࡁտįĂ1992 ѐௐ 2 ഇĂࢱ 323Ą
ᔹܫĂĲາᘟΟاϔˠᙷጯࡁտĳĂќࠏͳٺරበĂĮາᘟΟގǕǕΟາᘟاϔ
̼̈́͛įĂনጆ͢ᆅĈາᘟˠϔۤۍĂ2001Ăࢱ214-223Ą
ᔹܫăૺᇉଥĂĲཱσဪϮᇻᐎגˠ۞ۏপᇈĳĂќ̋ٺҘ࠷҂ΟࡁտٙĂĮ͉ࣧฦ
ཱσဪįĂΔִĈ͛ۏۤۍĂ2005Ăࢱ189-198Ą
ᘲ࣒ĂĲࡧһࡧ၆႔ޓڠፀЂЛζ̝ᇆᜩྏଣĳĂĮරࡊ͛تጯಡįĂௐ21ഇĂ1997ѐ3
͡Ăࢱ207-224Ą
ᘹఙछᗔᄫۤĂĮ႔͛̂ۏणįĂᄂΔĈᘹఙछۤۍĂ1999Ą
ᙌ㝊ĂĲቫ҂ĳĂĮͪܜะįĂ˯ΊĂΔִĈˠϔۤۍĂ1987Ăࢱ224-233Ą
پĂĲЛζ۞Ҙાڼᄃ႔۞֘रགྷரĳĂĮᙝ߆ࡁտٙѐಡįĂௐ 2 ഇĂ1971ѐ7
͡Ăࢱ1-18Ą
Miho MuseumĂĮΟᢹᢘᢱᣓᢋᚗणဦᐂįĂܫሄĈMiho MuseumĂ2002Ą
NHKĶາ ᢠᣔᢘᣖᠳᢲ ķ ᣀᣖᢐᢘᢱ በĂĮາ ᢠᣔᢘᣖᠳᢲ
ᣜįĂִڌĈ͟ώٸਖ਼ົםۍĂ2005Ą

1 ሁᜋă ᢱᣔᢾᢊ

S. I. Rudenkoăΐᘼ˝ৣᛌĂĲЛζᡞᡤኜϔᡤᙯܼĳĂ؞ΏĮᣏᠳᣒᢠᢋįĂ3 ഇĂ
1971ѐ12͡Ăࢱ34-40Ą
̈̋ၷˬĂĮˠጯĞЧኢğįĂִڌĈت३ੰĂ1931Ą
̈ڮ౼በĂĮ̼͛߶ڌΫ̂րௐ˟ס႔ᗬ̱ഈॡįĂִڌĈྕ͛ૅາЍۤĂ1938Ą
ҘՅৌѨĂĮវኳˠᙷጯįĂִڌĈѝቌϣ̂ጯొۍĂ1925Ą
֎ϣ͛ĂĲᢾᣜᡞЛζǕǕᡓᡤˠ۞ᕩᛳᡓᡷᡆᡚᡜĳĂќͩٺĂĮᆧྃΟΔ͞
̼͛ᡤࡁտįĂִڌĈາॡۤĂ1971Ăࢱ279-297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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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ϣ͛ĂĲᣏᠳᣒᢠᢋ̰ౙ̼͛ᡤण୕ĳĂќᐂͩٺበĂĮ͵ࠧ҂Οጯ̂րௐ˝סĂΔ͞
ᣏᠳᣒᢠᢋĂ̚δᢋᢡᢋįĂִڌĈπ˲ۤĂ1963Ăࢱ1-22Ą
ࢊࣧᡕᡅݙĂĲ႔൪ညϮᡡ֍ᢂᢁࡧˠᡤኜ࠹ĳĂĮѝቌϣ̂ጯ̂ጯੰā͛ጯࡁտࡊࡔ
ࢋ ͛ጯąᘹఙጯበįҾΊௐ14ะĂ1987Ăࢱ219-235Ą
ڗϣုշĂĲЛζᡤငဉౌᡞҘાˬ˩઼̱Ğ˘ğĳĂĮ።ΫିֈįĂௐ 8 סௐ 6 ཱིĂ1933Ă
ࢱ 27ćྍ͛ΩќͩٺĂĮڗϣုշүะ2 ྼێϔᡞ።ΫįĂִڌĈ̱ᎸۍĂ
1986Ăࢱ114-139Ą
ڗϣုշĂĲЛζᡤငဉౌᡞҘાˬ˩઼̱Ğ˟ğĳĂĮ።ΫିֈįĂௐ 9 סௐ 5 ཱིĂ1934
ѐĂࢱ37Ą
ڗώฮځĂĮ઼̚ΟΫࡁտāڗώฮځүะ10įĂִڌĈσϠ३ڒĂ1988Ą
઼ϲ̚δ࡚ఙᐡĂĮ̚δᢋᢡᢋᡤ࡚ఙįĂִڌĈጯϠۤĂ1989Ą
ഈ͟າჷۤĂĮThe Glory of Persiaᡰᣔᢠᣍ͛ځणįĂִڌĈഈ͟າჷۤĂ2006Ą
Burke, Peter.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Christian, David.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Coon, C. S. The Races of Europ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4.
Grousset, René.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Maenchen-Helfen, Otto J.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McGovern, W. M,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39.
Parry, Ken. ņJapan and the Silk Road Legacy.Ň in Craig Benjamin and Samuel N. C. Lieu. Walls
and Frontiers in Inner-Asian History: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asian Society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A.S.I.A.S.), Macquarie University, November
18-19, 2000. Silk road studies, 6. Sydney: Ancient History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
Macquarie University, 2002. pp. 215-223.
Rhie, Marylin Martin.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Leiden: Brill, 1999.
Vickers, Michael. Scythian Treasures in Oxford.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1979.
Wilbur, C. Martin,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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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Dynasty Images of Big-Nosed Barbarians
Chen Chien-w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a distinct group of Han dynasty images of bignosed barbarians.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these images are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s,
it attempts to associate them with specific racial typologi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reliminary analysis are that these barbarian figures are related to Mediterranean and
other Caucasian peoples, and that their appearance in the visual record may have
resulted from the widespread recruitment of Central Asians to bolster the ranks of the
Hsiung-nu army, which in turn led to the increasing spread of Caucasian bloodlines
into Hsiung-nu lineages. In addition, the Wu-sun and Yüeh-chih people may have
also includes groups bearing this feature.
Keywords: Han dynasty, race, barbarian, Hsiung-nu, Central Asia, Yüeh-c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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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5號墓地採集的人面像（MC：93）
圖4-1

圖2

小河墓地M13出土人面像（M13：14）

圖3

小河墓地M24出土人面像（M24：17）

木雕人面像出土時的位置

圖4-2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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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小河墓地木桿形器上的骨雕人像

圖6

大谷探險隊所徵集之木雕人面像

圖8

山東滕州出土胡人畫像石

圖7

小河墓地出土的腐朽人面像

圖9

與山東滕州漢畫像石造型雷同的「長鼻」胡人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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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河南新野樊集畫像石

圖12

四川成都東漢騎吏畫像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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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河南洛陽畫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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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山東沂南漢墓之胡和戰爭圖（左三之胡兵有明顯長鼻特徵）

圖14

山東濟寧漢墓之獻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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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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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貴縣出土胡人俑

圖17

圖16

廣州東漢墓出土胡俑

六朝時期（唐代？）的胡人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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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室壁畫胡人像

圖19

隋虞弘墓中出土的長鼻胡人像

圖20

唐代胡人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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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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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婆羅門奏樂圖」中的長鼻胡人

日本正倉院所藏「醉胡王面」

圖23

Bactria地區出土的有翼神靈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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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蒙特尼哥羅人

圖25

亞美尼亞人

圖26

鼻型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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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屬前亞人種的亞美尼亞人

圖28

安息帝國（Parthia）錢幣上的Ardavanu 一世
國王肖像

圖29

義大利戴著長鼻猶太人面具的樂師（1642年）

圖30

有長鼻特徵的喬治亞共和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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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伽膩色伽王肖像錢幣

圖33

牛津大學所藏斯基泰人面湯杓
圖32

圖34

新疆塔什庫爾干的塔吉克族

貴霜王肖像錢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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