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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李唐係國史中屬輝煌耀眼的王朝，文治武功膾炙人口，為國人心目中最具代

表性的朝代之一。西元 7 世紀時期亞洲以唐朝為中心，形成二個政治勢力圈，亦

可稱為文化圈，一為中國文化圈，包括李唐、日本、朝鮮半島、琉球、越南等；

另一為游牧文化圈，亦可稱為天可汗勢力圈，包括北亞、中亞等游牧地區。易言



之，李唐在當時的東亞、北亞、中亞等地稱霸，盛極一時。 
  然而，在位處東亞、北亞、中亞、南亞之輻輳地區的青康藏高原，崛起一半

農半牧的高原政權──吐蕃，竟於西元 7 世紀末葉開始迫使唐朝光輝燦爛的文治

武功，為之蒙塵。李唐史官不得不曲筆或掩藏事實，其中包括唐朝曾於西元 762
年敬奉吐蕃歲幣 5 萬匹絹帛，並於肅宗朝以後的每一次唐蕃所簽訂的和盟中，李

唐放棄吐蕃歷次以戰爭手段所侵占的領土主權，用以爭取唐蕃之間的和平，類此

喪權辱國的和盟，均為史所諱言，或曲筆曰：「吐蕃請和」。 
  現今學界也多注重於唐蕃兩造表面上是否以對等方式簽訂條約，但卻忽略肅

宗朝以後每一次唐蕃會盟的實質內涵。事實上，在唐蕃交手過程中，李唐大臣曾

多次透露吐蕃的強大，李唐無法應付的窘境，例如武后時期，正字陳子昂曾云：

「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

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唐太宗曾自詡盛唐軍力云：「今中國強，戎

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然而，吐蕃贊普棄宗弄贊（即松贊

干布）於求娶唐公主不成後，進犯松州，唐蕃首度交鋒之勝負結果，史所諱言，

至今成謎，但李唐竟於戰後應允許婚，足見當時吐蕃軍力之壯盛，絕不在李唐之

下，唐太宗有所忌諱。往後，吐蕃終形成李唐心腹巨患，常年入侵，鯨吞蠶食的

結果，李唐原有掌控之地包括青海、中亞、新疆等，均轉入吐蕃之手。 
  甚且，李唐的固有領土包括河西走廊、今陝西省隴坻以西、劍南西山等地，

均遭吐蕃以戰爭手段侵占成為吐蕃的疆域，強迫上述地區的漢人百姓吐蕃化，結

辮散髮、氈服毛裘、取用蕃式名字、戎文蕃語近 90 年，僅能於春節當日著漢裝

哭祭先祖。吐蕃甚至於唐代宗廣德元年（西元 763 年）攻占李唐京師長安達 13
日，立傀儡皇帝，改元，署置百官，凡此均為中國西部藏羌部族在國史上的業績，

開國史之先例。 
  準此以觀，由於吐蕃長期對李唐採擴張侵擾政策，且積極攻占李唐領土，造

成李唐內部不得不更弦易張，以因應吐蕃入侵的壓力，包括重新部署軍事國防、

改變外交政策、轉變財經措施等等。是以，陳寅恪先生曾云：「唐代武功可稱為

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而遭逢吐蕃的挑戰，卻是「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策，

朝廷下議，亦皆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史臣更於《新唐書．吐

蕃傳》慨嘆曰：「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

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吐蕃的長期入侵，李唐君臣束手無策的窘

態畢露。是以，陳寅恪先生意識到吐蕃的重要性，在其名著〈外族盛衰之連環性

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一文中慨言：「吐蕃一族之興廢，關繫吾國中古史……」

並在文中闡明了吐蕃的崛起與發展，對李唐乃至後來的五代趙宋等之發展的關

係。 
  基於上述，筆者積二十餘年之時間（1989 年迄今），鑽研唐代吐蕃史。在導

論與史料方面，先後發表了：《論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47
期，1990）、〈近五十年來台灣的藏族史研究〉（文刊中研院民族所主編《人類學

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1999，台北）、《漢史料記載唐代吐蕃社會文化



失實之研究》（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102 期，2003）、〈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與唐代

吐蕃史研究〉（《敦煌學論集》，巴東出版社，2003）、〈當代美國藏學研究發展趨

勢〉（2011 年蒙藏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蒙藏月刊》22 卷 1 期，

2013）、〈掀起蓋頭──唐代吐蕃的廬山真面目〉（《西北民族論叢》第 8 輯，2012），

上述論文的目的在於緊隨國內外學界研究現況的腳步，清楚掌握國內外學界研究

動態，以及新出土史料運用情況，並掌握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吐蕃國家體

制與政治制度方面，發表有：〈唐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政大學報》60 期，

1989）、〈唐代吐蕃的相制〉（《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唐

代吐蕃的僧相體制〉（《中國藏學》1998 年第 1 期）、《唐代吐蕃的傑琛（rgyal phran）》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101 期，2000）、〈唐代吐蕃贊普位繼承之研究〉（《第五屆唐

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唐代吐蕃軍事占領區建制之研究〉（《史學

彙刊》21 期，2008）、〈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中

研院史語所集刊 80 本 1 分，2009）、〈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三尚一論）

考疑──吐蕃眾相制度探微」〉（北京 2008 年 10 月藏學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

國藏學》2009 年 1 期）、〈唐代吐蕃的眾相制度〉（《中國藏學》2012 年 1 期）、〈「贊

普」釋義──吐蕃統治者稱號意義之商榷〉（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12 年 5 期）、

〈唐代吐蕃僧相官銜考〉（2013 年 5 月 26 日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華岡第一屆

中國中古史學術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國藏學》2014 年 3 期）、〈吐蕃名

分秩序的建立及其演變──以唐宋時期為中心〉（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史學現代

脈絡下的中國史書寫──以唐宋變革議題為中心」工作坊，2013 年 6 月 1 日宣

讀，並刊登於許倬雲、張廣達主編《唐宋時期的名分秩序》，政大出版社，2015）、

〈吐蕃部落聯盟時期宰相雛型與官員設置初探〉（淡江大學第五屆兩岸西藏學研

討會宣讀，2013 年 6 月 7 日，並刊登於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0 期，2013 年 12
月）、〈唐代吐蕃政權的屬性與政治文化之研究〉（雲南民族大學主辦「海峽兩岸

生態文明建設與民族發展」學術研討會宣讀，2013 年 8 月 5 日，刊登於《中國

藏學》2013 年 S2 期）、《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2015），上述論著的目的在於釐清與梳理吐蕃王朝內部的體制，以掌握吐

蕃王朝的屬性，及其內部政治的運作，熟悉吐蕃王朝的官制，用以培養閱讀吐蕃

史料的敏感度；在吐蕃社會方面有：〈唐代吐蕃的社會結構〉（《政大民族學報》

20 期，1993）、〈唐代吐蕃的氏族〉（《中國藏學》2010 年 2 期）、〈吐蕃「尚」、「論」

與「尚論」考釋──吐蕃的社會身分分類與官僚集團的銜稱〉（張廣達先生八十

嵩壽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2 年 6 期），上述

論文目的在於了解吐蕃社會的特質，與社會成分分類，用以輔佐分析吐蕃政權的

屬性與特質；在唐代吐蕃的政治史方面有：〈墀松德贊父子時期吐蕃政情之分析〉

（《西藏研究論文集》第 4 輯，1993）、〈朗達瑪毀佛事蹟考辨〉（《第四屆唐代文

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吐蕃贊普墀祖德贊研究〉（《台灣師大歷史學報》

32 期，2004）、〈吐蕃王朝的分裂與滅亡〉（《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0 年 4 期），

上述諸篇論文的撰寫目的，在於掌握吐蕃政權歷朝的政治情勢發展，其內部各方



政治勢力的部署與相互間的關係，且外交為內政的延伸，此部分的研究對於唐蕃

關係的分析相當重要；在唐代吐蕃對外關係方面有：〈由地理環境論析唐代吐蕃

向外發展與對外關係〉（《第一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論唐代

吐蕃之對外擴張》（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51 期，1991）、〈唐代前期唐蕃競逐青海地

區之研究〉（《西藏與中原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3）、〈唐代吐蕃對外

聯姻之研究〉（《唐研究》第八期，2002）、〈墀祖德贊時期唐蕃關係之研究〉（《東

吳歷史學報》第 14 期，2005）、〈中唐時期李唐「聯回抗蕃」政策之檢討〉（中國

中古社會與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1 年

第 2 期），上述 6 篇論文即為撰擬《唐蕃關係史研究》專書的張本；在唐代人物

研究方面有：《瑪祥仲巴杰與恩蘭達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統建立前的政教紛爭》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41 期，1989）、〈唐代吐蕃的女主──墀瑪蕾〉（《第二屆唐

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994）、〈苦命的文成公主〉（《歷史月刊》84 期，1995）、

〈啦拔布考〉（《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在歷史地理方面發

表有：〈蘇毗與森波杰考辨〉（《史學彙刊》18 期，2003）、〈大西藏之商榷〉（《中

國藏學》2011 年增刊 1 期）；在文化史方面有：〈唐代吐蕃曾否加入中國文化圈

考辨〉（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漢藏文化關繫新事

例試析〉（於 2011 年第四屆兩岸西藏學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陝西師範大學學

報》42 卷 3 期，2013），上述論文的撰寫目的在於另闢唐蕃關係的新篇章，因為

不宜僅注重唐蕃之間的政治、軍事及外交方面關係，文化交流方面，唐蕃相互影

響的層面，也需予以開展；在吐蕃的歷史編纂與史學方面有：〈從吐蕃大事紀年

論唐代吐蕃的史學〉（於 2012 年第五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

國藏學》2013 年 1 期），此篇論文的撰研發現，在史書編纂與書寫以及吐蕃諸多

制度上，都可以看出唐蕃在文化上的邇近與神似，有關此方面可以再予以開展。

以上共計 42 篇論文以及包括《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等 2 本專書。 
  事實上，回溯上述個人在唐代吐蕃史研究歷程，所有上述撰研的單篇論文之

最終目標，都在為撰寫 5 本專書作準備與奠定基礎，此 5 本書分別為《唐代吐蕃

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唐代

吐蕃文化史》以及《唐代吐蕃史研究導論》等，以上 5 本專書的完成，即代表筆

者對唐代吐蕃史研究的整個輪廓與面貌。往後仍可期待新的史料出土，或新的觀

點，再著手進一步修改。至目前為止，筆者已完成《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

蕃宰相制度之研究》二書。筆者斟酌現今各方面條件與情況，認為撰寫第三本專

書《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的條件與時機已臻圓熟，遂草成本書。 
  由於筆者在撰寫《唐代吐蕃史研究》過程中，受限於《唐代吐蕃史研究》之

通史性質，囿於篇幅，有關唐代吐蕃的許多領域範疇僅能淺嘗，無法暢所欲言。

有關唐蕃關係的主題，在《唐代吐蕃史研究》一書中，係於第四篇「唐代吐蕃的

向外發展」呈現，內容包括了第一章「吐蕃向外擴張現象的解析」、第二章「吐

蕃向外發展的第一階段──攻略青海」、第三章「吐蕃向外發展的第二階段──



前進西域、河隴與雲南地區」、第四章「吐蕃向外擴張的尾聲」等，上述內容係

以吐蕃為核心開展討論，描述吐蕃歷朝向其周邊採擴張政策，而與吐谷渾、中亞

部族、大食、李唐、回紇、南詔等所發生的關係與現象。上述分析與討論並未以

「唐蕃互動」為中心，而且仍欠缺了必須論及的主題，包括李唐歷朝如何面對新

崛起的吐蕃？李唐係將吐蕃納入傳統的中華天下之內，抑或因吐蕃為前所未知的

西方大國，而另闢體系以處理彼此的往返互動？此體系乃為輔佐中華天下，或彌

補中華天下之不足而設計，可否稱之為中華天下的「五倫體系」？將吐蕃置於「五

倫體系」中之「夫妻」綱，為「夫妻綱」的延伸，或為岳婿？或為母舅、外甥？

或為累世婚姻的男方、女方的關係？上述說法尚待釐清。唐蕃在歷次和盟中，均

互稱「舅甥」之國，吐蕃以「dbon zhang」（甥舅）呈現，其與李唐所稱之「舅

甥」是否屬同一概念？是否具相同的理解？還是各說各話？所謂「和親」政策，

在李唐對吐蕃的實踐當中，究竟成效如何？是吐蕃獲益？抑或李唐得利？另方面，

吐蕃各朝在策畫與執行擴張過程中，是以何種心態或抱持何種意識型態去面對當

時的亞洲霸主？吐蕃係如西方學者所稱有類北方游牧民族，或部分學者所持係波

斯式的王權，抑或是筆者所主張吐蕃受中原影響，也企圖另建以吐蕃王室為中心

的「吐蕃天下觀」，而且此種「吐蕃天下觀」何時建立？在吐蕃歷朝如何變化？

當西元 763 年（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直入長安，吐蕃為何僅占領 13 天，改元、

署置百官、立傀儡皇帝，即行撤走，未如中國北方、東北方之邊族入主中原建立

王朝，其原因安在？再者，吐蕃歷朝對李唐包括政治、外交、經貿、軍事、文化

等方面的措施，對當時吐蕃內部與李唐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為何？特別是吐蕃與

李唐於西元 7 世紀至 9 世紀時期的互動，此攸關唐代中國面對其西方新興的吐蕃

政權，在長達二百餘年間，唐帝國如何處理前所未有的西方邊患？以及唐蕃關係

的演進，歷 7 次的簽訂和盟，每次和盟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所產生的實質效應為

何？ 
  論者有謂： 
唐與外族的平等條約，可以舉唐與吐蕃在西元 821-822 年訂立的條約為代表……

該條約係於唐廷與吐蕃朝廷的典禮中成立，不但由此建立了兩國王室間的姻親關

係，而且互相稱呼「皇帝」。 
如上引文所言，這是唐蕃雙方以對等方式簽訂和盟，若如是，唐蕃前 6 次和盟之

中最早的一次，是在唐中宗神龍二年（西元 706 年），當時唐蕃雙方似乎以某種

平等方式簽訂和盟，但因史籍闕載，和盟過程與內容並不明確，吾人可從吐蕃於

玄宗朝要求比照神龍會盟方式進行會盟之中，了解吐蕃可能就是因為神龍會盟已

經具有某種程度的對等形式，讓吐蕃念念不忘，希冀仍延續神龍會盟的模式。若

如是，則唐蕃早已處於對等地位，那麼唐代中國的天可汗地位早已不存，似不必

等待至安史亂作（西元 755 年），此為事實否？若如是，所謂「唐宋變革」的起

始時間，就不應是安史亂作的時間點，應該還要再往前推，因為唐代中國之國際

關係的變化，早在中宗神龍年間就已開始，吾人觀日本京都學派的大將宮崎市定

氏以為：「民族自覺在周邊民族對立之中勃興。澶淵之盟確定宋遼對等地位，是



歷史上空前的現象。國與國平等交際，首見於東洋。」由上引文即知宮崎市定氏

忽略了唐代時期的唐蕃關係，「對等簽約」、「平等國交」早在唐蕃關係中就已呈

現，怎可漠視？當然吾人仍須進一步探究歷次唐蕃會盟的實質內涵與意義。 
  凡此，唐蕃關係的演進與內涵，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對後

世的漢藏關係的影響與意義為何等等，上述諸多論題均未及於《唐代吐蕃史研究》

一書中處理，而且上述論題均關係中原王朝與邊疆部族政權之間關係的詮釋，亟

待整理、分析與闡發，具重大意義。更何況直至目前為止，仍未有以「唐蕃關係

史」為名的專書問世。揆其原因，研撰此書確有其高難度與爭議性，其原因如下： 
  一般若欲跨入唐蕃關係範疇之研究者，需能閱讀以古藏文書寫的史料，諸如

十數通的吐蕃碑刻（rdo ring）、吐蕃簡牘（khram）、敦煌古藏文卷子（shog dril yig 
rigs）、埋藏本古籍（gter ma）、教法史料（chos vbyung）等，上述藏文原典材料，

雖然有些已經翻譯成漢文或英文，但仍有因理解的問題導致翻譯不準確，造成據

此錯譯而對歷史解釋上的誤導等影響，例如《敦煌古藏文卷子》英國印度事務部

編號 I.O.750〈吐蕃大事紀年〉蛇年（705）之記載：「pong lag rang du btsan po gcen 
Lha bal pho rgyal sa nas phab」，巴科氏等譯為：「在邦拉讓，王子長兄自泥婆羅王

位被罷黜。」王堯、陳踐二氏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初版譯為：「於邦拉讓，

贊普兄自泥婆羅王位被迫引退。」理查遜氏譯為：「at Bon-ma pong lag rang the 
btsan po, the elder brother Lha, was deposed from the throne of Nepal.」（在邦拉讓，

贊普，長兄啦，自泥婆羅王位被罷黜。）上述三者的譯法雖稍有出入，但均將

Bal pho 譯為地名泥婆羅。若按上述譯法，則吐蕃王室有分化的跡象，王室成員

有至外藩任王者。然而，義大利學者佩泰克氏（L. Petech）推翻上述譯法，認為

Bal pho 是為人名，其譯為：「於邦拉讓，王兄啦拔布自王位遭罷黜。」如是改譯，

不但將原遭誤譯為地名的 Bal pho，修正為人名，且修正因誤譯而認為吐蕃王室

有分化的現象。亦即根本沒有吐蕃王室子弟派赴外藩當王的情事，而是吐蕃贊普

位的繼承有了紛爭的史實。上述史事攸關吐蕃內部局勢的研判，一詞意義的錯譯，

有若天壤之別，古藏文的譯釋正確與否，其影響於此可見。 
  又如在吐蕃宰相的任命問題上，《敦煌古藏文卷子》P.T. 1287〈吐蕃贊普傳記

第二〉記載： 
vung nas blon stong rtsan slar bcug ste / lo drug bgyis / nas // rgas te gum mo // 
skyin bar zhang lon pra mo dang vbangs kyis dpyavd pa ni // dBavs sum snang bcug 
krang zhes dpyad do // rje blon gsangs ste bkav btags pani // mGar btsan snya ldom 
bu rta dang mtshungs rigs kyis blon cher bcug go // blon chevi lugs slob pavi og pon / 
dBavs sum snang gyis byis te /  
上引古藏文，王堯、陳踐二氏之譯文為： 
其後，東贊重新出任，六年，老死。代替出任者，尚論叉木，庶民之賦官吏乃由

韋松囊九章充任。贊普與眾論相密商之後，以噶爾贊聶多布任大相，以其聰俊有

如良駿也。並以韋松囊為見習大相之下僚助理。 
按王堯、陳踐二氏之譯文，係將 zhang lon pra mo 當作一個人名：「尚論叉木」，



為繼祿東贊老死之後出任的大相。將 vbangs kyis dpyavd pa 譯為「庶民之賦官吏」，

亦即作為一官吏之名稱。又將 dBavs sum snang bcug krang 作為一人名，將 blon 
chevi lugs slob pavi og pon 譯為：「見習大相之下僚助理」。但按上引古藏文之文意，

似乎不是如此，筆者試譯如下： 
 
vung nas blon stong rtsan slar bcug ste / lo drug bgyis / nas // 
 其  後  祿  東  贊  再任         六年 作  之

後 
rgas te gum mo // skyin bar zhang lon pra mo dang vbangs kyis dpyavd 
 老    死     繼   之 官 員   低 階  及    

屬民    察考 
pa ni // dBavs sum snang bcug krang (kyang?)zhes dpyad do // rje blon 
      韋   松   囊   立        而        

選  擇   王 大臣 
gsangs ste bkav btags pani // mGar btsan snya ldom bu rta dang mtshungs 
秘密     商  議          噶爾  贊  聶  多  

布如駿馬般 聰慧 
rigs kyis blon cher bcug go // blon chevi lugs slob pavi og pon 
   由於   大論   立      大論 的方法 教導 的  副

手 
/ dBavs sum snang gyis byas te / 
  韋   松   囊    任職 
其後祿東贊再任，作了六年之後，老死。繼之，低階官員及臣民察考以為應任命

韋松囊，而贊普君臣密商，由於噶爾贊聶多布如駿馬般聰慧，立之為大論。韋松

囊則任職教導作大論方法的副大論。 
上譯文的關鍵，在於 zhang lon pra mo 以及 dpyad 等二處。按古藏文文獻中，因

正字法規範仍不明確，因此，P 與 Ph 二字母可以互用，如編號 I.O.750〈吐蕃大

事紀年〉龍年（680）記載噶爾贊聶多布的官銜為「blon chen po」。蛇年（681）

則載其銜為「blon chen pho」。由此可以了解 po 與 pho 可以互換。又如狗年（650）

所載地名 phying ba，於兔年（679）則載為 pying ba。由上述例證，確定 pra mo
是可以轉寫成 phra mo，而 phra mo 字義為「小、低」，zhang lon pra mo（phra mo）

就是低階官員之義。另 dpyavd 與 dpyad 二字應為同一字。原因在於 dpyavd 字當

中的 v 字母會脫落。例如敦煌文獻編號 P.T. 1288〈吐蕃大事紀年〉豬年（651）

記載：「btsan pho myes khri srong rtsan gyi mdavd btang bar……/」（為贊普祖父墀

松贊發喪）。兔年（679）則載：「pying bar btsan pho yab gyi mdad btang bar……/」

（於瓊瓦為贊普父王發喪）。由豬年及兔年的記事，可以了解 mdavd 與 mdad 為

同一字，即 mdavd 字當中的 v 字母，可以省略不書。同理，dpyavd 與 dpyad 二

字，確屬同一字，字義為：觀察、選擇、考慮、分析等。另原文「dBavs sum snang 



bcug krang」中之「krang」，似應為「kyang」的手民之誤。 
  由以上分析，吾人可以了解，上引 P.T. 1287 吐蕃贊普傳記第二之記載，事實

上透露了寶貴的訊息。即當時吐蕃宰相的人選，係由低階官員與百姓選擇一人，

復由贊普與高階大臣另擇一人。由於有二個人選，結果採取妥協之法，以贊普與

大臣所選之人任大論，以低階官員與百姓所選之人任副大論（blon chevi og pon）。

而王堯、陳踐二氏之譯，似乎未按原文翻譯。問題在於中文學界在使用漢譯藏文

史料時，大部習慣性地採用王堯、陳踐二氏的譯作，導致漢譯與藏文原意大有出

入，而誤導了引用者。 
  凡此，形成一現象，即絕大部分不擅使用藏文的中文世界學者，所撰寫的吐

蕃史或唐史，內中涉及吐蕃內部或唐蕃關係史部分，無可避免地都有或多或少可

商榷處，不是完全使用漢史料，作片面解讀，就是運用翻譯過的藏文材料，未經

辨證與沙汰，致治絲愈棼，錯史、偽史充斥，諸如：蘇毗王族出自森波杰氏；娘、

農、韋、蔡邦四大蘇毗豪姓；為蘇毗家臣的噶爾家族；赤德祖贊 10 歲即位逝於

63 歲；赤松德贊 8 歲執掌王政；唐蕃聯手共謀吐谷渾；芒松芒贊於祿東贊死後，

未任命噶爾家族的人繼任大相，而是晉升亞相論叉木出任大相；上擧數例說明了，

彼等仍無識於何謂史料批評，仍無能力分辨史著的良莠，毫不起疑地引用教法史

料，也引述錯誤累累的書籍，此正代表著學術的倒退，令人扼腕。 
  另方面，則是西方學界完全使用藏文材料，有意疏略大量漢文文獻，僅及譯

成英文的新舊《唐書．吐蕃傳》與《資治通鑑》，並完全不參考以中文書寫有關

吐蕃史的論著，此顯示西方直到現今之世代，所有對西藏有興趣者，鮮少閱讀中

文。甚至有一位澳洲學者鮑爾斯氏（John Powers），在其所著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歷史像宣傳──流亡藏人對抗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書之序言中，提到數年前在澳洲雪梨書店中看到一本小書，

書封面印有布達拉宮，書名為：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西藏：百題問答》，

鮑爾斯氏翻閱了數頁，發現是中國政府的宣傳品，這本書在該書店的主流貨品當

中，顯得相當突兀。於是，鮑爾斯氏往詢店主，為何書店中會有如此“biased”

（偏頗）的書籍，店中是否有其他觀點的西藏書籍。店主瞧了瞧《西藏：百題問

答》，回答稱其從未進貨此書，再查閱電腦中過去所有的進貨紀錄，結論是店主

與店員都從未訂購此書，甚至該書店也從未與該書的經銷商有過生意往來。接著

店主莞爾笑道：「老是有人從店中書架偷取了不少書，讓我相當困擾，但對我而

言，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偷偷地把書放到架上。」鮑爾斯氏隨後也發現該區域其他

書店的架上，也有未訂購的《西藏：百題問答》及其他中國政府所出版的書籍，

鮑爾斯氏研判應該是中國政府官員暗中將書置於書架上，希望這些便宜的書籍，

會獲得澳洲讀者的青睞，藉以說服讀者接受中國對西藏的觀點。 
  鮑爾斯氏續云，雖然中國政府致力於出版屬於自己觀點的英文書，並推銷至

西方各書商及各圖書館，所獲致的效果卻遠不如預期。例如，鮑爾斯氏在其任教

的大學圖書館，借閱許多中國出版的有關西藏書籍，發現許多書的封面內頁或書

內頁旁，寫了包括：“Don’t read this book”（不要閱讀此書）、“It’s all lies and 



Chinese Distortions”（全部是中國的扭曲與謊言）、“lies”（撒謊）、“bullshit!”
（胡扯）等之註記或旁白，這些顯然出自借閱學生之手。上述現象說明了一件事

實：若欲探究史實，以「政令宣導」型式為之，其後果就有如現今海外所發生諸

多光怪陸離的現象，影響所及，所有以中文書寫或中國人書寫有關西藏的專書，

除非附和國外的觀點，否則皆遭國外目為「政治的傳聲筒」、「為政治宣傳」，嗤

之以鼻，棄如敝屣，如此代價未免不值。 
  按西方人以為舊西藏是一個香格里拉，是後現代社會烏托邦理想國，是人人

平等、沒有暴力、講究智慧與環保的地方。而海峽兩岸泰半學者則認為舊西藏是

少數僧侶與貴族階層掌控所有資源的不平等社會，充斥著壓榨、剝削等不公不義

的現象，且因執著於佛教信仰而造成社會的停滯不前。這種兩極化且各說各話的

現象，目前仍在持續之中。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還是因涉及了敏感的現實

政治問題所致。 
  筆者以為持不同立場從事學術研究，原本就是天經地義，因為世上不存有想

法完全相同的人。人的世界本來就是五彩繽紛，各自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生長

背景、不同的學術養成、不同的思考方式，凡此促成了多元的世界。是以不論以

何種語言撰述，不論持任何主張，只要具備充足的證據，言之成理的論證，且禁

得住各方之驗證與考評者，均應得到必要的尊重。目前在藏學界有極為明顯的現

象，如前文所云，在於海外藏人與西方學界對於海峽兩岸的藏學研究，不論有心

或下意識，均有意無意地加以忽視。在彼等論著之中，海峽兩岸的研究成果除非

以英文寫作，否則甚少或根本不使用，甚至以李方桂院士之學術成就，為中外學

界所認同與欽敬，但其以語言學之專長，精心以英文著述之大作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據與李院士合著該書的美國語

言學家柯蔚南氏（W. South Coblin），於該書中文譯本之序言云： 
令人遺憾的是，書雖然用英語寫成，在西方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在其他地方

的情形也是如此，它幾乎從未被今天的藏學研究文獻引用過。 
李方桂院士以英語寫成的藏學大作尚且遭到漠視，更遑論其他，於此足見西方藏

學界的心態。按李院士的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古代西藏碑文

研究》）一書，完全不涉及現世政治問題，更何況該書對唐代吐蕃碑銘的譯解，

以及蒐集各家所藏之碑銘版本，比較異同，加以分析考證，以確定正誤是非，試

圖重構出原始碑銘之精（合）校本（critical edition），充分發揮中國傳統「校勘

學」（textual criticism）之修為，堪稱經典之作。該書較之英籍理查遜氏（H.E. 
Richardson）所出版的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 
Books.London. 1985.《古代西藏碑銘全集》），不論在碑銘的譯解，或是漫漶的碑

銘的復原上，抑或對碑銘所使用詞彙的解釋上，不但解釋得更為清楚，且字字均

有學理根據，說明得更為詳盡，在學術上更有貢獻。如此一本以英語寫作的學術

專著，竟然「在西方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西方藏學界

就算偶有引用漢文論著之時，亦以輕蔑、嘲諷的口吻加以批判，例如義大利知名

藏學家佩戴克氏（L. Petech）於其著作《中部西藏與蒙古人》（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中云： 
我們顯然不能像一位中國學者所誇張的那樣，竟說：在 1280 年之後，「本欽是皇

帝的人，而不是薩迦的人。」 
上述現象的主要成因，在於彼等以為中文的藏學論著，或中國人的藏學論著之中，

充滿了「民族偏見」。彼等甚至認為古代的漢史料，也都是屬於自讚毀他，在天

朝觀念作祟下，作誇大不實的記載，因此不值得參考。 
  筆者以為上文所提及的現象，皆肇因於從事藏學研究者，在彼等心目中早有

定見，在下意識中早存成見，因此有意重視某部分材料，而故意忽視另一部分的

材料，所造成的結果。筆者以為為破除上述現象，就必須站穩就史論史的立場，

兼採漢藏史籍，兼收古今中外學者的相關論點，以史學方法與邏輯推理，追求歷

史事實，再根據史實作符合情理的分析與解釋，以上述開放的心胸，兼容並蓄之

治學方法，推出既能摒除現世政治立場，且能平心而論的論著，用於現實紛爭不

休的氛圍中，爭取更多的認同者。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對一位生長在臺灣，養成於台灣，既受過史學研究方法的訓練，也受過民族

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史研究方法的薰陶，更曾學習邊疆語文如維吾爾文、藏文

的學者，本身既未受馬列主義的影響，也曾受西方學術的洗禮與刺激，也未曾受

唯宗教史觀的束縛，卻是在濃厚中華文化氛圍下成長者。於今，西方學界實際上

也想了解漢人對西藏、漢藏關係的看法，此時由上述成長者撰述唐蕃關係正合時

宜。 
  另方面，日本人也投入藏學研究，獲有豐碩的成果，彼等較少將其論著以英

文出版，但西方學者從不敢輕忽日本的藏學研究，許多西方學者特地學習日文，

以便閱讀日文的論著。日本學者所長，就是既能用漢史料，也能用西方文字書寫

的研究成果，更能使用藏文原典史料，其研究成果當然要超出僅片面使用單一史

料的論著。筆者不揣固陋，經多年摸索與磨練，自忖也與日本學者具相同的功力，

但又多出一項利器，即本身母語為漢語，能正確解讀與運用漢史料，藉此，指正

日本學者誤解或理解偏失的問題，例如有日本學者毫無根據地任意曲解漢文，如

其以為《新唐書．吐蕃傳》所載之「綝妃兄尚延力」，是為一后妃名 mChims rgyal 
bzav legs mo btsan，並提出解釋其中的「兄」字，係因吐蕃貴族綝氏可分成二支，

一為 mChims rgyal，一為只叫 mChims 者，為區辨二者，於是將姓 mChims rgyal
者加上一「兄」字，以為區別；「尚」字為 mChims rgyal 氏與王室通婚所獲之頭

銜，「延」字則為 rgyal 字的譯音，「力」為上述后妃名的第一個字 legs 的譯音，

所以「綝妃兄尚延力」不是一般所理解的「綝妃的兄長尚延力」之意。事實上「綝

妃兄尚延力」的意義，再怎麼分析，都不可能如其所云，這是所有以漢語為母語

者所無法接受與認同，因為在根本上違反了漢語的基本語意。事實上，若為區別

mChims rgyal 與 mChims 氏，只需直譯 mChims rgyal 為「綝延」或「綝野」即可，

何需用上「兄」字？按日本學者的解釋，「綝妃兄尚」對應的是 mChims rgyal zhang，

那麼 bzav（妃）字沒有著落，比原文又多了一個 rgyal（延）字；而且「尚」（zhang）



是王室外戚的頭銜，唐人如何會誤解成王妃之名；上述種種，是為多所扞格。日

本學者不但為自圓其說，任意曲解漢文意義，而且就其所述 mChims 與 mChims 
rgyal 是為不同者，也是錯誤的見解。筆者以為 mChims 氏與 mChims rgyal 氏是同

一氏族，mChims 氏之所以有時會以 mChims rgyal 形式呈現，係因其可能曾經保

有 rgyal phran（小王、諸侯）的身分，因此在其姓後加上 rgyal 字。 
  對於藏文史料，不論日本學者或西方學界也有頗多理解偏差的現象，例如山

姆．凡薛克氏（Sam van Schaik）所撰寫的《西藏歷史》（Tibet: A History）一書中，

例舉吐蕃贊普的葬禮為例，認為其與西徐亞（Scythians 塞種）、匈奴、突厥與蒙

古等相同，為吐蕃保留了其游牧先祖所遺存的喪葬禮俗，即贊普甫亡，隨即移入

廟宇準備入葬，此期間，弔喪者可向遺體致敬，貴族則以諸如將臉塗成紅色，將

頭髮編成髮辮後剪掉，並割裂身體等，此與古希臘的希羅多德所描繪有關游牧的

斯基泰人，哀悼其去世的統治者之自殘的方式相同。考凡薛克氏所謂的「將臉塗

成紅色，將頭髮編成髮辮後剪掉，並割裂身體」等說法，可能係根據《敦煌古藏

文卷子》P.T. 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一〉所載史前止貢贊普（Dri gum btsan po）

失國，以及其子夏器（Sha khyi）在拉布如拉杰（Lha bu ru la skyes）輔佐下復國

的軼事。軼事中提及拉布如拉杰在尋找「眼如鳥目，眼皮向上翻者」之人，以便

以之換回贊普之遺體。當尋獲時，對方提出了交換條件： 
Nam nam zha zhar/btsan po rje dbyal zhig nongs na/thor to vphren mo ni bcings/ngo 
la mtshal gyis byugs/lus la ni bzhags/ btsan po vi spur la ni vtshog/myi la vphrog 
com/zas la ni za vthung/  
無論何時，一旦贊普去世，請束其髮髻於頂，以朱砂塗臉，剖開其身，填充贊普

之遺體，嚴懲他人盜竊，與之飲食。 
依上引古藏文之文意，吾人可明確地指認，將臉塗成紅色等等，係為旁人對死者

所作的舉措，並非弔喪者自己將臉塗成紅色，因為蕃人平常就已經有赭面的習慣，

若贊普去世時，將臉塗成紅色，此舉與平日赭面相同，將何以突顯表達哀悼之情？

是以《新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上引

文就表現出蕃人於親人喪葬時，所作與平日不同的舉措，以突顯喪失親人的哀痛。

難道贊普去世時，蕃人能不以異於平常的行為，以表達悼念之意？又如將頭髮編

成髮辮後剪掉，並割裂身體等，顯然也是旁人對死者所作的舉措，因為悼念者均

需割裂身體的話，能活者幾希？更何況，吐蕃為去世贊普進行喪葬儀式之時，原

本就有「剖屍」的程序，而「剖屍」就是製成木乃伊之意，此與上引〈吐蕃贊普

傳記第一〉所載 lus la ni bzhags（割裂其身）相符。由此即知，凡薛克氏之所以

有如是見解，似乎因上引〈吐蕃贊普傳記第一〉所載古藏文，因主、受格位不明

確，凡薛克氏又忽視了語意的連貫性，致誤解了上引古藏文的文意。 
  以上所述均為國外學者誤解漢藏文獻記載內容的顯例。由於漢藏語關係密切，

同屬漢藏語系，漢藏之社會文化亦有許多相近之處，非日本人及西方人所能體會。

但國人在譯釋古藏文史料時，也必須真切地面對如何正確理解古藏文，因為攸關

譯釋後的史料，如何引證史事的後續重大問題，吾人試舉一例，藉以闡明筆者的



用意。 
  例如已故大陸學者黃文煥氏曾譯釋一封吐蕃時期河西地區的官方文書，官方

文書原文如次： 
 
 
 
 
zhang blon ched pos mang po brtsan zangs kong dang smon brtsan la springo / bya 
gag lovi ston chab srid mdzad par mchid vtshal ba te ltar stagon cher vtso(l)cig.  
黃文煥氏翻譯上引文書如下： 
大尚論莽波贊藏恭及悉謀贊書：雞年秋（贊普）即位執政，為此，妥事隆重籌備。 
黃文據上翻譯以為這是一件指令副本，為可黎可足贊普（即墀祖德贊 Khri gtsug 
lde btsan, 815-836）即位執政事宜而發往河西。黃文煥氏進一步解釋云： 
在吐蕃時期，由於種種原因（如限於通訊條件、出於政治需要而匿喪等），贊普

的去世和登位的年分往往含混不清，漢藏文的文獻記載也頗多出入，尤其是發生

在爭奪贊普權位的事件時，就更形混亂。在墀德松贊和可黎可足之世，情況也是

這樣……墀德松贊……815 年他去世後，他的兒子又爭立。爭奪的主要對手是可

黎可足與其兄郎達瑪……經過近兩年（815-817 年間）的較量……可黎可足遲至

817 年的藏曆秋季才得以即位執政。 
亦即，黃文煥氏以上引河西吐蕃文書的記載內容為證據，確認可黎可足登基於西

元 817 年，再據此確定貝吉允丹（dPal gyi yon tan）擔任鉢闡布一職最早不超過

這個時候。 
  上述的譯釋與考證，足以說明這是吐蕃史事上的一項重大發現。但筆者以為

黃文煥氏上述的見解完全站不住腳，因為其所依據的河西吐蕃文書的記載內容，

似乎完全翻譯錯誤，與可黎可足贊普即位執政，以及貝吉允丹擔任鉢闡布等皆不

相干。筆者重譯上引文書如下： 
大尚論賜書莽波贊藏恭及悉謀贊，基於雞年秋由於（汝等）就職緣故而上書請求

（一事），為此准許自覓大虎皮衣。 
如是翻譯的理由如下：其一、黃文煥氏疏漏了文書起始處 zhang blon ched pos 中

pos 的 sa 具格助詞的文法作用，zhang blon ched po 此名詞，因為有了 sa 具格助

詞的文法作用，代表著主格的意義，是為施事行為者，在句中為主詞。而莽波贊

藏恭及悉謀贊二名之後隨即跟著 la 字，意味著莽波贊藏恭及悉謀贊二名為受詞。

因此，是由大尚論（亦即眾相）致書給莽波贊藏恭及悉謀贊二人。絕非如黃文煥

氏所誤認之莽波贊藏恭及悉謀贊二人身為大尚論，致書給下屬。此為黃文煥氏漏

失 sa 具格助詞的格位文法作用，導致錯亂了主從。 
  其二、文書中的 chab srid mdzad par mchid vtshal ba 一句中之 chab srid mdzad 
par，並非完全如黃文煥氏所認為指贊普的即位。按 chab srid 一詞，其中各別字

chab 為 chu（水）的敬語，李方桂氏註明有控制、支配、統治之意。srid 則有統



治、治理、政府的意義。二字合為 chab srid 一詞時，在辭書中所見之意義，一

般均解作「領土、國土、政治」或「國家」，張怡蓀氏所主編之《藏漢大辭典》

則云為：「王政、國政……今譯政治」。另於〈唐蕃會盟碑〉正面左側碑銘第 4
至第 5 行記載：「chab srid gcig du mol nas」，與此相對應的正面右側漢文碑銘載

為：「商議社稷如一」，因之王堯氏將 chab srid 比對為「社稷」之意。就因上述

史料、辭書及一般的理解，凡見及文獻上有 chab srid 者，均如同黃文煥氏般直

覺地以為就是「國政」、「國家」，於是「chab srid mdzad par」自然而然地就理解

為「登基」或「執政」之意。 
  但法國著名藏學家石泰安氏（R.A. Stein）以為 chab srid 所指的語義域更廣大，

或者說它的含義更模糊。換言之，chab srid 為一廣義詞，必須視其上下文的脈絡

決定其詞義。例如《敦煌古藏文卷子》I.O.750〈吐蕃大事紀年〉鼠年（西元 688
年）記載：「btsan mo Khri mo stengs Dags yul du chab srid la gshegs par」，上引之

「chab srid」詞義就非「國政」、「國家」、「政治」之義，而是「指一個女性或一

個男性到另一個家庭去成婚」，是以上引藏文應譯作：「贊蒙墀茉登於達波成婚」。

但張琨氏另有見解，其以為 chab srid la gshegs 是為從事戰爭或征服後採行統治之

意。其後如黃布凡、馬德二氏均譯作「主政」，道特森氏（Brandon Dotson）則譯

為：「on a political campaign to」，以上均屬與張琨氏同類的看法。而王堯氏除上

引〈吐蕃大事紀年〉鼠年（西元 688 年）所載，採納石泰安氏意見外，其餘有 4
處，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I.O.750〈吐蕃大事紀年〉鼠年（700）、龍年（704）、

兔年（739）、蛇年（741）等，所載之 chab srid la……gshegs 或 chab srid la gshegs，
其仍主張應譯作：「贊普牙帳駐於某處」。 
  設若張琨氏與王堯氏等上述主張屬實，則依照約成書於唐代吐蕃時期之〈吐

蕃大事紀年〉，其所反映吐蕃紀事習慣與歷史觀念，已頗具國史編纂規格，對於

〈吐蕃大事紀年〉之中的用字遣詞，已顯現有非常明確的規範，例如對於王室成

員的行止、各種活動，以及政府官員所作各種措施等，每件相同的活動、措施，

都使用相同的詞彙，例如贊普居處所在用「bzhugs」，蹕所移至他處用「gshegs」，

贊普去世用「dgung du gshegs」，臣下去世則使用「gum」，為區別君臣，二者明

顯使用不同詞彙，於此可見有所規範。另如處臣下極刑用「bkum」，治臣下之罪

用「bkyon phab（bab）」，臣下不忠謀反用「glo ba rings」。又如召集盟會用「vdun 
ma……bsdus」，大臣前往視察屬地用「mchis」，清算罪臣財產用「nor brtsis」，

徵大料集用「mkhos bgyis」，為王室發喪用「mdad btang」等等。亦即，什麼事

件用什麼詞彙記載，都經過規範，否則自西元 650 至 763 年，長達百餘年的大事

紀年所使用之詞彙，不可能如此齊一。既然贊普的宮殿、牙帳在〈吐蕃大事紀年〉

均使用 pho brang 或 po brang 一詞，顯然與 chab srid 有別，例如〈吐蕃大事紀年〉

於鼠年（700）記載： 
btsan po dbyard mong kar nas chab srid la sha gu nying sum khol du gshegs shing 
/ ……ston btsan pho gshegste ga chur drangs / dgun btsan poe pho brang rma bya 
tsal na bzhugs…… 



上引紀事在同一年中，同時出現了 chab srid la……gshegs 以及 pho brang……na 
bzhugs，這就顯示了二者具不同的意義，後者的 pho brang 是為「牙帳」，而前者

的 chab srid 就不應作「贊普牙帳」解，其理至明。另張琨氏的主張亦不能成立，

因為既然〈吐蕃大事紀年〉鼠年（688）所載：「btsan mo Khri mo stengs Dags yul 
du chab srid la gshegs par」，是為「贊蒙墀茉登於達波成婚」，同理，〈吐蕃大事紀

年〉鼠年（700）、龍年（704）、兔年（739）、蛇年（741）等，所載之 chab srid la……

gshegs 或 chab srid la gshegs，也都應屬贊普成婚的訊息。原本吐蕃王室就是行一

夫多妻婚制，贊普一夫多妻是為常態，因此，贊普的婚媾理應為〈吐蕃大事紀年〉

所必載之內容。 
  同樣地上引河西吐蕃文書中的 chab srid mdzad par mchid vtshal ba 一句，chab 
srid 確實作「政治」或「國土」解，chab srid mdzad par 就是執掌政治或執掌國

土，問題在於 mdzad par 一詞中 par 的 ra 字，具有作短語的關聯成分之格助詞作

用，因為此 ra 字的作用，將二個代表動作的動詞形成具關聯性質，亦即，將「chab 
srid mdzad pa 執掌政事」與「mchid vtshal ba 以書函敬稟」二事串聯起來。因此，

此句的理解應為：「由於執掌政事而以書函祈求」。而此執掌政事就不一定是指贊

普的執政，任何一位官員任職地方，執掌當地軍民政務都可以使用 chab srid 
mdzad pa 一詞，但到底是最高的贊普執掌國政，或中央的宰相執行政務，抑或

地方官員執行職務，則如同石泰安氏所云，須完全根據文獻本身、上下文中找到

內在聯繫以確定詞義。吾人觀 chab srid mdzad par mchid vtshal ba 一句，mchid 
vtshal ba 為句中的動名詞，絕非指大尚論以書信請求，因 mchid vtshal ba 係下對

上的用語，應為莽波贊藏恭及悉謀贊二人為了 chab srid mdzad pa，而上書請求中

央，所請求之事在文書末尾呈現出來。 
  其三、文書末尾之 stagon cher vtso(l)cig 一句，黃文譯作：「妥事隆重籌備」，

亦即將 stagon 譯為「籌備、準備」，也就是認為 sta 與 gon 之間，書寫時漏失了

標點；cher 作「隆重」解；vtso(l)cig 譯作「妥為」。但文末「vtso(l)cig」語氣為

上對下的命令式，而文中段「mchid vtshal ba 以書函敬稟」卻為下對上的祈求語

氣，顯然黃文煥氏無法釐清詞義，也未能疏理上下文的語氣，致誤解了整個文意。 
  按 stagon 一字，應為二字之結合體，藉由一字之字尾及另一字之字首具相

同子音之便，將 stag 及 gon 二字聯體而形成 stagon，stag 為「虎」，gon 為 gon pa，

具「外衣、衣服」之意，其後加 che，應即為「大虎皮衣」之意。此即唐代吐蕃

實施鼓勵勇猛作戰的辦法，《賢者喜宴》所記載的「六勇飾」（dpav mtshan drug）

中，以虎豹皮的尺寸大小，來決定勇者的等級與其地位的高低，依序為：虎皮褲

（stag smad）、虎皮上衣（stag stod）、虎皮小披肩（zar chung）、虎皮大披肩（zar 
chen）、整塊虎皮製之外套（stag slag）、整塊豹皮製的長袍（gong『gung』ral）
等六級，亦即吐蕃以虎豹皮飾旌揚勇者。此處之 stagon che 似屬 stag stod（虎皮

上衣）或 stag slag（整塊虎皮製之外套）之類。而 cher 字尾之 ra 字為格桑居冕

氏所稱屬 la 類格助詞，是為施事的動作及於所指向的某一對象。因此 stagon cher
受動詞 vtso(l)的支配。 



  文書原件之 vtso 字於現時辭書已無此字，是以黃文煥氏以為原文 vtso 字佚

失 la 後音，而予以註明。但 vtso(l)字仍無法於辭書中現褅，然已為此字找到了線

索。按古藏文之正字法仍未確立，因此古藏文字母的使用仍不穩定，同一類字母

中之不送氣清音子音字母與送氣清音子音字母之間，有互相通用的現象，例如

ka、kha；ca、cha；ta、tha；pa、pha 等，同理，tsa 與 tsha 二字母也互相通用，

因此，vtso(l)字在古藏文也可寫成 vtshol，vtshol ba 在辭書中解為：「覓、尋找、

謀」。另緊接於 vtso(l)字之後的 cig 字，為置於動詞之後的命令式。如是，stagon 
cher vtso(l)cig 一句似應理解為：「准許尋覓大虎皮衣！」 
  基於以上三點，筆者以為：zhang blon ched pos mang po brtsan zangs kong 
dang smon brtsan la springo / bya gag lovi ston chab srid mdzad par mchid vtshal ba 
te ltar stagon cher vtso(l)cig.一文的正確文意內容，應為莽波贊藏恭及悉謀贊二人

可能為了能夠於雞年秋，風光體面地上任就職，於是上書祈求中央准予頒授大虎

皮衣，為此，大尚論（眾相）致函同意，但須由請求人自備。由此可見，上文所

引河西吐蕃文書的內容，完全與可黎可足的即位執政無關，更與貝吉允丹毫無關

涉，且莽波贊藏恭及悉謀贊二人之出身氏族與身分地位等，均因資訊不足而無法

知悉，故亦無法確知文書中的雞年究為何時。 
  雖然上引河西吐蕃文書的內容，筆者之翻譯有如上述，但仍有爭議，諸如本

件河西吐蕃文書的背面情況如何？因為事關是否為指令副本，亦有可能屬於草稿

或書法練習的草本，因為字跡雖尚稱工整清晰，但需寫上標點之處，卻有漏失，

例如 vtso 與 cig 之間就漏失，致造成今人閱讀時之困惑，使得 vtso 與 cig 之間，

究竟 vtso 是否有其他意義？又如 stagon 一字若作籌備之義解，則 sta 與 gon 之間

應有一標點，但實際沒有。按理在最末一行空間仍多，仍可以將 sta 寫上，並寫

上標點後，再另起一行寫 gon，因此，吾人可研判並不似因書寫至紙張邊緣，而

將 sta 與 gon 之間省去了標點，凡此均令人有費思量。再者，將 stagon 作虎皮外

衣解，亦有疑之者，因前引《賢者喜宴》所載，並未提及此名詞。但此疑點卻容

易解決，因為《賢者喜宴》係西元 16 世紀時期問世的史書，焉可以之質疑 9 世

紀時期當代吐蕃人的手寫文件內容，此顯然違反史料學的基本原則。由此可見，

吐蕃文書的正確理解，確屬艱鉅，但解讀吐蕃文書正是能窺見吐蕃歷史的不二法

門。 
  筆者上述所舉實例的主要目的，就在於顯示筆者在從事吐蕃史研究的過程中，

究竟如何翻譯古藏文文獻、如何考量，以及藉以考證史事的具體方法等。這也是

筆者不自量力，自忖多年來所從事的吐蕃史研究，能夠與國外學界較量，且能針

砭彼等缺失的原因。 
  筆者以為西方學者強項在於能夠大量使用藏文文獻，不受藏語文的限制與障

礙。但其缺點在於忽略了大量的漢文文獻，彼等僅能使用經過翻譯成英文的新舊

《唐書．吐蕃傳》、《資治通鑑》等常見的漢史料，除此外，再無法深入或普遍發

掘其他文獻如：《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全唐文》以及唐人筆記小說

等，甚或除〈吐蕃傳〉以外的新舊《唐書》本紀、列傳等，也一併在其忽視之列。



除非兼治漢學的西方學者如法國石泰安氏（R.A. Stein）、戴密微氏（P. Demiville）

等，則能兼採漢藏史籍，作出公允持重的論斷。其餘大部分西方學者忽略了漢文

史籍的重要性，因為唐蕃頻頻互動，在政治、外交、軍事方面交手頻繁，亦有著

密切的文化交流，漢文史籍因此而載有大量吐蕃訊息。在唐代吐蕃傳世史料闕佚，

文獻難徵之際，漢文史料益發突顯其重要性。當然，如何挑出並辨正漢史料載記

之中有偏見、傳聞失誤等部分，是為治唐蕃關係史者首要任務，也是論著是否能

為世人接受的首要條件。另方面，吐蕃文獻無可諱言地仍居關鍵地位。是以，作

為唐蕃關係史的研究者，面對各種史料文獻應採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偏聽，不偏

信，就學術論學術。 
  本書的目的，就是將筆者 30 年以來所欲解決的問題，除了第一節研究緣起

所提及的諸多問題外，還包括李唐與吐蕃關係究竟應如何理解？唐蕃雙方在 200
餘年的時間中，如何遞嬗演進？其演變的關鍵何在？唐蕃關係在中國史上的意義

等，透過兼採漢藏史料，佐以中華傳統天下觀的觀點，以及吐蕃向外擴張的各種

現象之研判，並以實證理性的態度與方法，極力避免有類西方學界的偏見與僅用

單一史料所導致的盲點，例如藉由藏文史料的記載，辨正漢史家曲筆之處，揭發

漢史籍所隱藏的史實，也針砭國外學界偏頗、片面的成見、錯誤理解漢藏史料等，

突破目前國內外學界有關唐蕃關係論著的水平，研撰出一本完整詳瞻且討論深入

的專書，且能經受各方的詰難、驗證與批評。 
第三節 國內外有關唐蕃關係之研究情況 
  就中國大陸學界而言，有關唐蕃關係的專書範疇，主要放在兩個部分展現，

一為民族史學界，另一為古代史之中的唐史學界，但唐史學界及民族史學界至今

專門論及唐蕃關係的專書尚未問世，這是值得探討之處。按中共建政過程之中，

為針對國民政府的施政缺失，提出與國民政府截然不同的主張與做法，作為撻伐

國民政府，或作為宣傳，以爭取民心，其中之一就是中共將自己定位為公理正義

的化身，不取老百姓一針一線，並作為社會中弱勢利益的保護者，以及弱勢者的

代言人。當時中國大陸的弱勢者，就是廣大的農人、工人、小老百姓以及少數民

族等，以此與貪污腐敗且專與大財閥、大地主勾結欺壓剝削百姓的國民政府作區

別，而獲得民心。 
  待建政以後，中共即著手調查中國究有多少民族，並訂定保護少數民族政策，

並予以推動實踐。其中之一項，就是大力發展民族史的研究與書寫，動員學者編

寫 55 個少數民族的民族簡志、語言志、社會歷史調查以及民族簡史等叢書，從

而帶動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風氣，而成為當時中共學術界的時尚。少數民族歷

史的研究也跟著水漲船高，獲得了重視，於是在歷史學界之中另立門戶。在中共

民族史學界中，除了 55 個少數民族的歷史研究以外，更重要的是研究中國的民

族關係史，就是有系統地從上古時期到近現代，將中原王朝與其周邊的部族之互

動關係，以馬列主義與唯物史觀重理一遍。於是大陸有關 55 個少數民族專史，

包括歷史過往的所有周邊部族，如匈奴、鮮卑、氐、羌、柔然、突厥、回紇、吐

蕃、南詔、大理、西夏、蒙古等等之歷史，以及各個時期各種民族之間的關係史



專著，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充斥在坊間書局與各處圖書館。 
  雖然中共重視少數民族，並推動少數民族的研究，但西藏地區局勢的演變，

卻不如人意，諸如：西藏地區爆發動亂，十四輩達賴喇嘛出亡印度，並於海外奔

走獨立，西方學界一面倒支持藏獨，紛紛書寫西藏史，有計畫地改寫漢藏關係史，

重新詮釋歷史上西藏與中原政權之間的關係，將有史以來的西藏，導向於獨立於

中原，不論在政治、社會、語言、宗教、文化等各層面均與中原有所歧異，而有

別於中國；中國於 1959 年控制西藏，造成藏人暴動，十四輩達賴喇嘛出走，中

共上述作為被西方學界定位為「入侵」，此說響徹雲霄，遍及中國以外的世界等

等。中共為因應上述變局，不甘西藏研究淪為西方學界的禁臠，成為攻擊中共統

治西藏合法性的工具，因此特地於北京成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召集中國各地研

究藏學的菁英，共同從事藏學研究，一則提高中國藏學研究水平，不讓西方學界

專美於前，一則亦致力於揭發舊西藏的貧窮落後等，當然闡發中原地區與西藏之

間的關係，也是其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以做為與西方學界乃至鼓吹藏獨的團體

之間「文爭」所用。 
  按漢藏在歷史上的關係，自唐代開始，歷經宋、元、明、清。西方學界與海

外藏人力主中國各朝代與西藏的互動過程中，西藏一直保持著獨特的地位，與中

原政權也從未存有主從或政治統屬關係，且聲言在唐代甚至還占領中國首都，那

麼為何不說當時中國附屬於吐蕃？至宋代，雙方無往來紀錄；元代雙方則是屬宗

教層面的師徒關係，優先於與蒙古皇帝之臣屬關係，元廷對西藏的任何措置，都

必須先經過帝師的同意；明代雙方關係則是平等互惠，西藏各教派入明廷為皇帝

祈福，皇帝回報以賞賜，雙方根本不存在隸屬關係；清代則是所謂的「檀施關係」

（mchod yon），達賴喇嘛與滿清皇帝之間為私人關係，一為教主，一為護法，也

不存有隸屬關係。另方面，中共則力主從元明清以還，西藏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中共景印了中原王朝的各種檔案詔書，以及雙方往來的書信文獻等，試

圖證明中原王朝與西藏的主從關係。唯獨對唐代時期唐蕃關係，卻未見有任何以

唐蕃關係為主題的專書加以辯駁。其中原因殆為韓儒林氏主張西藏係於元代時期

納入中國版圖，而且從 60 年代到 80 年代這種說法為中共官方所採納。以具有代

表性的范文瀾氏所著《中國通史》為例，其書第三編專列第四章「吐蕃國」，將

吐蕃定位為國家。於此即知當時大陸學界對吐蕃性質的認識。然而，隨著達賴及

其流亡組織於海外的奔走宣傳，80 年代以後大陸興起西藏自古以來為中國一部

分的說法，且漸有取代韓儒林氏見解的趨勢。其原因在於中共與西方學界以及海

外藏人周旋辯論的利器，是從歷史上找證據，證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

部分」，彼等認為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因此在近代國家建立之前，中國境

內的民族即是中國古代民族，其形成發展的歷史即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基於

上述認知，遂將吐蕃說成是「地方政權」，唐朝是「中央政權」，對於吐蕃凡遇到

政治敏感的詞彙，諸如「國家」、「國防」、「外交」、「蕃京」、「復國大業」、「外國」、

「國防安全」、「國書」、「國政」、「國內」、「國教」、「全國」、「國人」、「國力」、「建

國」、「國母」、「國勢」、「國都」、「治國」等等，都主張慎重使用上述詞彙，或主



張儘量不要使用，於此可見一斑。 
  也就是因為吐蕃在唐代大部分時期，確實不是中原王朝之下的屬國，而是與

李唐並駕齊驅的大國。這將成為在歷史上西藏曾經獨立自主，而且曾強大到凌駕

於中原王朝之上的證據，中共為避免有心人士利用，而欲以冷卻，淡化上述的史

實，於是中共學界即呈現了從未存有以唐蕃關係史為書名的專書之現象，代之以

置於吐蕃史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為筆者所參與編寫的《西藏通史：吐蕃卷》，

全書篇幅 894 頁，97 萬餘字，已於 2015 年 9 月出版，該書將吐蕃與唐朝的關係

專題置於第 7 章，分成三節：第一節唐蕃政治關係，內分三目：政治聯姻與政治

交往、軍事衝突、唐蕃會盟與劃界；第二節唐蕃經濟關係，內分三目：唐蕃聯姻

與經濟交流、唐蕃絲路貿易、戰爭與唐蕃經濟關係；第三節唐蕃文化關係，內分

五目：宗教文化交流、制度文化交流、科技文化交流、體育文化交流以及風俗文

化交流等。上述內容計 39 頁近 4 萬字。由此可見，集中共資源與菁英所共同編

寫的《西藏通史：吐蕃卷》，並未將「唐蕃關係」列為重點，以避免於現實政治

環境之中，造成困擾。當然西藏通史自史前至近現代，上下千餘年，卷帙浩繁，

而不得不縮減，但因「唐蕃關係」係中原與西藏關係的起點，影響後世深遠，為

西藏通史「重中之重」，捨此而就他，或屬失焦。 
  另如大陸安應民氏於 1989 年首度以《吐蕃史》為名出版的專書，內容其實

全部在處理唐蕃關係，但因只運用漢史料及翻譯過的藏文史料，內中舛誤太多，

致未能準確掌握吐蕃內部情勢，無法適切研判唐蕃關係。這是由於其著述時間較

早，很多史料尚未問世，吐蕃史論述仍未成熟所致，不必苛求。又如 2007 年由

藏籍學者才讓氏所出版之《吐蕃史稿》，以吐蕃各朝贊普為斷，在各朝贊普之中

陳述當朝的蕃唐關係，平鋪直敘，甚是清晰可讀。但在處理史實，下標題並解釋

時或有商榷之處，例如第 11 章赤熱巴巾時期的吐蕃，在第二節的標題為「吐蕃

與唐朝關係和好」，但內中卻陳述唐蕃雙方於西元 818 年、819 年的兩次戰爭，

其中 819 年的戰役，還是由吐蕃首席宰相率領副首相及軍區司令，帶 15 萬大軍

圍攻李唐鹽州城，戰況激烈相持了 27 天。才讓氏將此次戰役解釋為唐蕃邊將所

挑起。實則吐蕃以兼任中央統兵馬都元帥的首席宰相及兼任兵馬副元帥的副首相

親自領軍，攻打唐蕃邊境戰略要地鹽州，目的似在於對唐施加壓力，及早解決邊

界問題，簽訂和盟，這是吐蕃中央的決策，非唐蕃邊將所能挑起。類此，對於大

陸學界在唐蕃關係範疇之中的研究成果，似乎仍有著力的空間。 
  其他與唐蕃關係有關的研究成果，屬吐蕃與其他外族關係的探究，具代表性

者有：北大王小甫氏於 1992 年出版的《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一書，其

指導老師張廣達院士力讚其成果，云其否定了唐朝與大食曾在中亞對抗的說法，

確認西元 751 年的「怛邏斯戰役」只不過是雙方的一次遭遇戰，並否定突厥人支

持中亞綠洲各小國反抗大食入侵的說法，確證草原上的突厥人只是力圖恢復其對

綠洲的傳統控制，因而多次與吐蕃連兵襲擾西域，成為唐朝和大食的共同敵人。

但對於書中處理唐蕃關係及吐蕃內部的情況，張廣達院士卻隻字不提，揣度其因，

可能是內中有或多或少待商榷之處，例如其提出了吐蕃所在的西藏高原與新疆間



存有一「食鹽之路」，主張吐蕃食鹽係取自北方突厥，而非藏北高原，理由是早

期吐蕃「生產力水平低下」，無能前往位於藏北高原「無人區」的鹹水湖處，又

因彼處乾鹽湖、沙下湖與原生石鹽的鹽湖不多，因此難以取得食鹽。然而實際上

藏北高原的食鹽，純係天然產物，不用加工，只要有人力與畜力即可前往挖掘裝

運，且出產此類食鹽的地域遍布藏北地區。僅上述事實，即可對於王氏所提出吐

蕃與西突厥所處新疆之間，存有「食鹽之路」的說法存疑。又如稱 711 年吐蕃太

后當政，內政不穩；又如云吐蕃國力達到極盛要到 8 世紀末年。凡此，均可了解

對吐蕃內部局勢解讀失去準確時，也將影響對吐蕃外交或擴張政策的研判。 
  另近年大陸學界在部分涉及唐蕃關係的專書之中，值得一提者，殆為李大龍

氏所撰之《唐代邊疆史》。該書雖屬研究生教材性質，但述及唐蕃關係部分，卻

難得地以中華天下觀的架構，解析唐蕃關係的來龍去脈，雖然篇幅不多，但言簡

意賅，觀念清晰，甚為可取。例如將唐蕃關係置於李唐整體對外措施中的一個環

節加以討論，從李唐夷夏觀及三層藩屬結構體系，包括藩臣、舅甥、敵國等予以

分析，探討唐蕃關係在李唐歷朝的變化而且與當時的東北、北方、西域、南方諸

族同時並論，而非切割獨論吐蕃，於此更見其宏觀。然其中仍有可商榷處，諸如

李氏以為吐蕃構築自己的藩屬體系，目的在於抵禦李唐的威脅，用以商榷吐蕃擴

張的觀點，事實上，吐蕃構築自己的藩屬體系，就是吐蕃擴張的目的，用以對抗

李唐天下體系。李唐從來無法威脅及吐蕃王朝，這是吐蕃向外擴張的口實，有關

此方面，文後將有深入的討論。 
  其餘大陸學界在吐蕃史範疇所出版的單篇論文，率多題目非常吸引人，但內

容粗製濫造，多不顧前人的研究成果，閉門自寫，有創見者少之又少。 
  國內有關唐蕃關係研究的情況則迥異於中共，不受國家政策的束縛，或某些

思想、主義的桎梏，學者可完全依自身意識自主研究，但在 1970 年代以前卻少

有學者接觸此領域，1970 年以後則因普遍缺乏運用藏文原典史料的能力，難有

新的見解，無法超出對岸或西方學界的水平，也少有人問津。國內最早問世的專

書，為任育才氏於 1971 年出版的《吐蕃與唐朝關係之研究》，該書以史學方法分

析漢文史料，並未採用吐蕃傳世史料，諸如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銘等，亦未

採用唐代以後問世的藏文材料。任氏往後有關唐代吐蕃之論著有〈唐朝對吐蕃和

親策略之運用〉一文，主要目的在於修正任氏於《吐蕃與唐朝關係之研究》一書

中所提出，出嫁吐蕃的公主不僅只文成與金城公主，還應包括西平大長公主的主

張，該文不但修正了西平大長公主並非出嫁吐蕃，且對唐朝的和親政策有深入的

剖析。筆者業師王吉林氏於 1976 年出版《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一書，

該書對於李唐、南詔、吐蕃之三邊關係，從唐高宗時期蕃唐爭奪姚州開始論述，

至中唐時期唐、蕃、詔三邊關係相互牽制、相互利用的解析，文字簡潔，章節名

稱俱四字對仗，堪稱經典之作。特別是有關南詔族屬非傣的辯證，一直為大陸西

南民族史學界所稱道，且經常引用。王師另於 1988 至 1993 年間發表了一系列的

論文〈唐初與吐蕃關係的發展〉、〈吐蕃信史時代的開始──松贊干布時代的吐蕃

及其與唐的關係〉、〈從大非川之役到中宗時代與吐蕃的關係〉、〈唐玄宗時代唐與



吐蕃的戰爭〉、〈唐與吐蕃關係中的祿東贊家族〉等，提供了本書在處理玄宗時期

以前唐蕃關係的參考。 
  對本書最具參考價值的中文書籍，為李方桂氏、柯蔚南氏（W. South Coblin）

合著之《古代西藏碑文研究》（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Taipei. 1987），

李方桂、柯蔚南二氏俱為語言學家，在補綴漫漶碑銘與校訂碑文方面，較有方法，

並作詳盡說明，如柯蔚南氏云李方桂氏在處理碑銘每一細節，都會在原始材料允

許的條件下盡可能詳細的校訂，然後精確註釋，再逐字翻譯，並對涉及唐蕃關係

方面也多所著墨，提供本書參考。另有學位論文如馮藝超《唐朝與吐蕃和親之研

究》（政大邊政所 1985 年未刊碩士論文）、鄭克強《唐與回紇、吐蕃關係的戰略

分析》（淡大國際關係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986 年未刊碩士論文）、余添財《唐代

韋皋鎮蜀之研究》（成大歷史所 2005 年未刊碩士論文）、蔡瑞家《李唐與吐蕃和

戰關係之研究──以代、德二朝為中心》（中正大學歷史所 2006 年未刊碩士論文）

等，亦有可供佐參之處。其他如呂思勉的《隋唐五代史》、岑仲勉的《隋唐史》、

傅樂成的《隋唐五代史》、章群的《唐史》、王壽南的《隋唐史》等，上述諸書雖

非專史性質，但各書中某些觀點仍有可供佐參之處。 
  在西方學界方面，亦未存有以唐蕃關係為討論主軸的專書，大部都將此論題

置於西藏歷史中陳述，如新近出版由 Sam van Schaik 撰寫的 Tibet: A History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1)一書，以 Tibet Appears（吐蕃亮相）, 
600-700、The Holy Buddhist Empire（神聖的佛教帝國）, 700-797、Keepers of the 
Flame（火炬保存者）, 797-1054 等三章，以 60 頁篇幅處理吐蕃時期的歷史。由

此可知其勢必簡略，而且可商榷處甚夥，例如凡薛克氏舉軍事建制、贊普葬禮、

吐蕃每於秋季入侵李唐等，將吐蕃統治階層定位為中亞的游牧民族，遷徙到西藏

南部的農區，征服高原上的農民，所建立的政權。這種見解認定吐蕃為中亞游牧

民族的後裔，將吐蕃政權性質導向游牧，顯然與歷史上吐蕃所展現的種種特性與

現象，無法吻合，也與學界的認知有所牴觸。 
  事實上，西方學界研究吐蕃史最具代表性者，厥為美國白貴思師（Christopher 
I. Beckwith），白貴思師係印地安那大學烏拉阿爾泰學系藏學博士，並於該系任教。

筆者曾於 1992 年從白貴思師學習古藏文，在學習過程中，了解其對阿拉伯文、

突厥文、藏文、日文、中文等都有很深的造詣，更遑論西方的語文。因此，白貴

思師充分發揮所長，於 1987 年出版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吐蕃帝國

在中亞）一書。觀其副標題：《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李唐諸勢力之間

的鬥爭史》即知，白貴思師必須運用古藏文、突厥文、阿拉伯文、漢文等史料，

否則無法畢其功。特別是以阿拉伯文書寫的吐蕃史料，一直有待開發。白貴思師

果然於其書中，運用了藏學界從未使用過的數部阿拉伯文史料，使得該書為繼日

本佐藤長氏之《古代 0?0y0 瓣 R 史研究》（1958-59）、山口瑞鳳氏之《吐蕃王國

成立史研究》（1983）之後，受到注目的吐蕃史專著，全書有關吐蕃於中亞的發

展，及其與西突厥、大食、李唐的互動等處，均有參考價值。 
  英國研究吐蕃史最具代表性者為理查遜氏（H.E. Richardson, 1905-2000），其



於駐節拉薩時，得西藏僧侶之助，拓印多通吐蕃石碑碑銘，並在彼等之協助下，

解讀並翻譯研究，因而得以深入研究唐代吐蕃。其於 1998 年出版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Serindia publications, 
London. 1998.《高峰淨土：西藏歷史文化論文集》），將其一生所撰寫的藏學論文

集印成冊。內中第一部分諸文，計有 27 篇均屬有關西元 7 至 9 世紀時期的吐蕃

史，有其參考價值，但直接與本書主題有關者僅有 The Mgar family in the 7th 
century.（7 世紀時期的噶爾氏家族）、The origin of the kingdom（吐蕃王國的起源）、

Two Chinese princesses in Tibet: Mun-sheng Kong-co and Kim-sheng Kong-co（在吐

蕃的二位李唐公主：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等 3 篇論文。當然其早期翻譯並註釋

多通碑銘的諸多論文，也於 1985 年出版：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 Books.London. 1985.《古代西藏碑銘全集》）此全集對本書

有重要參考價值。 
  另最能代表海外藏人見解的專書，殆為夏喀巴氏（Tsepon W.D. Shakabpa）

所撰之《西藏政治史》（A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 Potala Publications.New York. 1984）

一書，該書述及吐蕃於西元 763 年占領長安時云：「They obtained a letter from the 
new Emperor guaranteeing annual tribute and, then, fifteen days later, they 
withdrew from the Chinese capital.」（吐蕃獲得新皇帝一封信，保證每年的貢奉，

15 天後，吐蕃撤出中國首都。）上述摘引述及傀儡皇帝承宏與蕃軍主帥的互動

情形。然而，實際上在漢藏史料皆失載的情況下，夏喀巴氏如何能得知其中實情？ 
  此處必須提及者，為日本學界的 2 位藏學巨擘：佐藤長氏與山口瑞鳳氏。佐

藤長氏早於 1958-1959 年即已完成《古代 0?0y0?0  v 研究》，此書堪稱唐代吐

蕃史領域的經典，在有關唐蕃關係的內容，包括了古代統一王國吐蕃的出現，於

此提及文成公主的入藏；噶爾氏一家的內外活動；金城公主的入藏；入侵長安與

僕固懷恩之亂；建中會盟的過程；長慶會盟前後等，全書厚達 939 頁。觀其書中

所用的素材與方法，以漢史料為主，輔以吐蕃傳世的原典史料，難得的是，佐藤

長氏係第一位使用自己解讀的吐蕃史料，與漢史料作比較研究，將記載同一人事

的漢藏史料排比，並加以批評或驗證，此乃前人所未曾使用的方法，而獲得學界

的肯定。但至今，究竟已時間久遠，已有許多新發現的史料，以及新的見解，推

翻了前說，因此，筆者以為「後出轉精」，筆者的新作或可補充佐藤長氏巨著的

不足。另位山口瑞鳳氏的巨著《吐蕃王國成立史研究》，主要集中於吐蕃贊普松

贊干布（？-649）前後吐蕃史的討論，並未關照及吐蕃中後期的歷史，但對於吐

蕃早期與李唐關係的論述，值得參考。 
  基於上述國內外有關唐蕃關係的研究情況，筆者不揣固陋，積 30 年的研究

經驗與能量，對唐蕃關係的經緯，長年縈繞於腦海，而且多年任教藏族史課程，

在鑽研與教學相長下，累積相當多的見解與看法，擬具完整的架構。然而，學術

日新月異，筆者仍需再廣泛蒐集中國、日本及西方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出版品，

再爬梳龐大的漢史料，以及傳世的吐蕃文獻，其中必須瀏覽並蒐集英籍學者山姆．

凡薛克氏（Sam van Schaik）所主持的 early Tibet.com，另「國際敦煌計畫」網頁



（http://idp.bl.uk），以及日本東京大學外語學院所主持之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 line 網頁（otdo.aa-ken.jp），內中有許多討論吐蕃史料如何解讀的問題、介紹

吐蕃史新出土的史料與最新的研究成果，並將吐蕃古藏文卷子原件掃描或予以羅

馬拼音後，完整呈現於網上，方便讀者查考等。凡此，均對本書的撰寫多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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