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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前言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與吐蕃政教情勢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早期，

在贊普都松芒保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 676-704）族滅論欽陵（mGar khri 

vbring btsan brod）大論一族（西元 699 年）以前，吐蕃實施的是獨相制。即由一

人單獨擔任大論（Blon chen po, Blon che），由其實際負責吐蕃政府的運作，大小

事務均由其一人總其責。適巧，吐蕃在贊普松贊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 ?-649）

於西元 649 年去世，由其孫芒倫芒贊（Mang slon mang btsan, 650-676 在位）年

幼繼位以後，由大論祿東贊輔政，從此產生了獨相掌握政柄的現象1。吐蕃王室

為扭轉類此「太阿倒持」的惡局，於是在相制上作了變革，把原由一人單獨任大

論的辦法，改變為任命多人同時擔任宰相，組成宰相會議。除保留一人仍任原有

的大論（Blon chen po），仍享原有獨相的名位，擔任眾相之首以外，其餘的宰相，

賦與「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字義：政事大臣，漢譯：宰相同平章事）

或「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字義：政事大臣參議大詔命）

的頭銜，躋登眾相之列，以分散相權。於是，吐蕃的決策中心，原由一人掌控的

首長制，轉變為多人參與決策的委員制。眾相的任免權，掌握在贊普手中，因此

等於贊普控制宰相會議，於是主導政局的大權，回歸於贊普。吐蕃具體實施眾相

制的時間，史未明言，然確於贊普墀德祖贊之祖母墀瑪蕾（Khri ma lod, ?-712）

攝政時期所推動。自此以後，眾相制成為吐蕃的定制。 

                                                 
1   吐蕃在松贊干布去世以後，由深獲松贊干布賞識與信任的宰相祿東贊（mGar 
stong rtsan yul zung）輔佐芒倫芒贊，祿東贊於 667 年去世，由其長子贊聶多布

（mGar btsan snya ldom bu）繼任宰相，接著祿東贊次子論欽陵（mGar khri vbring 
btsan brod），於 685 年繼任宰相，至 699 年噶爾氏族遭族滅止。亦即由 649 年至

699 年之間，長達 51 年的時間，是由噶爾氏家族包辦了宰相的職務，權傾一時，

甚至涉及贊普位繼承的紛爭。此時期的贊普形同傀儡，毫無作為，著著實實地成

了「擺飾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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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相制實施以後，贊普王室的信仰──佛教，不但得以立為國教，且全面推

廣。此正意味著吐蕃王室在權力鬥爭上的全面獲勝，贊普能夠充分掌握政權，意

志得以暢通無阻。這種情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佛教的政治地位跟著水漲船

高。佛教僧侶也就堂而皇之，躋登廟堂之列，甚至位極人臣，形成了吐蕃以僧人

充當宰相的僧相體制。 

  上述吐蕃王朝宰相制度的設計與演進，已屬眾所周知之常識。然而，由獨相

演進至眾相，復由眾相轉為僧相主導政局等相關詳情細節，仍有許多疑義與誤解

亟待釐清，試舉中外學界之例詳述如下： 

  西元 1991 年由白鋼氏所主編之《中國政治制度史》一書，對中國歷朝歷代

包括中國周邊族群的政治制度，作鳥瞰式的整理與詮釋，具一般性質的參考作

用，為普羅大眾提供初步且概論性質的介紹。該書頗能代表中國大陸學界對歷代

及周邊族群政治制度的認知。經查閱該書對唐代吐蕃有關宰相制度的論述如下： 

贊普之下，設大相一人，藏語稱「論茞」，又稱「大論」，唐人譯為宰相平章國事；

副相一人，藏語稱「論茞扈莽」，又稱「小論」，但副相一職不常設，大相與副相

是總管王朝政治事務的大臣，地位最高，權勢極重……由上述贊普以下四部分官

員（大相、都護、內大相、整事大相）組成的政治機構，藏語叫做「尚論掣逋突

瞿」，意為由王室和貴族掌握著吐蕃王朝的全部政權。2 

依上引文所載，吾人即知該書之編寫者，雖然並未註明引用資料出處，但仍可確

知其引用了《新唐書．吐蕃傳》的材料，以及當時所能蒐到的專文。上引文所顯

現對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的認知，很能代表大陸學界對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所

得3。吾人復舉由專研藏學的陳慶英與高淑芬二氏所主編之《西藏通史》為例，

                                                 
2   白鋼主編，《中國政治制度史》（天津：中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頁

537-538。 
3   上引《中國政治制度史》對唐代吐蕃有關宰相制度的論述，計有六處值得商

榷，包括：（1）唐人譯「論茞」從未譯成「宰相平章國事」，而是譯為「大論」

或「大相」；（2）副相在吐蕃從未被稱為「小論」；（3）副相是否不常設，史無明

言；（4）贊普以下四部分官員的分類，絕非大相、都護、內大相、整事大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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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載唐代吐蕃宰相制度如下： 

中央官員可以劃分為三個系統：（一）貢論系統：即大相論茞（大論），論茞扈莽

（小論），悉編掣逋等三人。論茞，即藏文 blon che 的音譯。初設一人，後則增

至數人，以防止專權。論茞扈莽，係藏文 blon che vog dpon 的音譯，副相或小論。

悉編掣逋，即 spyan chen po 的音譯，一作都護。他們三人受命處理軍國大事，

負責軍事征討。……貢論、囊論和喻寒波三大系統中的大、中、小三位首領官，

合稱九大尚論，即尚論掣逋突瞿，藏文作 zhang blon chen po dgu。4 

以上引文較諸《中國政治制度史》一書所載之唐代吐蕃宰相制度，除增加幾個專

有名詞的藏文原文，以及對由獨相演進至眾相有數語描述外，餘大部雷同。吾人

另舉大陸專研唐代吐蕃史的陳楠氏大作為例：於 1998 年出版之〈吐蕃大相尚結

贊考敘──兼論吐蕃宰相制度的變遷〉一文中以為：吐蕃王朝於二百年之間，輔

政大臣制度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一，自 650 年至 698 年為一人擔任大相的制

度，使得輔政大臣權力過度集中，形成大相專權局面；其二，自 701 年至 798

年期間，為免大相權力過度集中，增加大論人數，汲取唐朝典章制度，任命「大

尚論掣逋突瞿」即宰相同平章事達 9 人，但同時又有首席宰相制度，位列首席者，

一般都必出身於「尚族」，又稱作「舅臣」，身分地位類同於先前的大相；其三，

從 798 年至 838 年間，開始任用僧人掌政，鉢闡布則為「僧相」的代名詞，地位

高於外戚和王族諸權貴，由於連續百十年的尚族輪流輔政，形成豪族專權的局面

既削弱了王室權力又造成社會矛盾，貴族間爭權奪勢的權力之爭愈演愈烈，為調

解各種矛盾，遂起用大僧人為輔政大臣5。陳楠氏另於 1988 年出版之〈吐蕃職官

制度考論〉中以為：貢論（dgung blon）為輔佐贊普治理國家的高級執政官，負

                                                                                                                                            
四部分官員（大相、都護、內大相、整事大相）既未組成政治機構，藏語也不叫

做「尚論掣逋突瞿」；（6）「尚論掣逋突瞿」的意義也解釋錯誤。以上商榷，在本

書各章節之中均將一一辨明。 
4   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頁 29-30。 
5   陳楠，〈吐蕃大相尚結贊考敘──兼論吐蕃宰相制度的變遷〉，氏著，《藏史

叢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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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議政、判事、主兵等軍國大事；貢論系統包括大相（論茞）、副相（論茞扈莽）、

都護（悉編掣逋）各 1 人，後又增至 9 人，是以貢論員額有一個從少到多的變化

過程。根據〈唐蕃會盟碑〉屬於宰相一級的官員有鉢闡布、兵馬都元帥、兵馬副

元帥、貢論掣逋及社稷大臣。宰相職掌與大相差不多，諸如協助贊普制定法令政

策，主持盟會，經略地方，出使外邦等。只不過是權力相對分散，各人有所側重

罷了。另有一區別是，宰相已逐漸成為文職官員，另設專門統帶軍隊的官吏，以

免宰相擁兵自重難以控制6。吾人由上述大陸學界概論性質至專論的論著觀之，

雖歷經十餘年，在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研究上，可議處不只一端。 

  在西方藏學界方面，有 1990 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劍橋早期內陸亞細

亞史》一書，其中由霍夫曼氏（Helmut Hoffman）所撰寫之〈早期與中古吐蕃〉

（Early and medieval Tibet）一文，文中簡略地介紹了唐代吐蕃的政府，其以為：

在贊普之下有附屬小王，諸如吐谷渾之達延（Dar rgyal）、工布、娘布等，此三

者地位高於宰相，繼其後為最顯赫的貴族所出任的大論（Great Minister）或眾相

（Great Ministers），繼之為內臣（nang blon）及外臣（phyi blon），而內外臣之銜

稱係由其於朝中所站的位置而來7。上述霍夫曼氏所云者，顯然採用《賢者喜宴》

所記載的材料，並受義大利著名藏學家杜奇氏（G. Tucci）的影響8，而且敘述過

於簡略。其間歷十餘年後，於 2009 年出版了二本有關唐代吐蕃的專著，分別為

英國的道特森氏（Brandon B. Dotson）所著之《吐蕃大事紀年──西藏第一部史

籍的譯注》（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History），

以及美國華爾特氏（Micheal L. Walter）所著之《佛教與帝國──早期西藏的政

                                                 
6   陳楠，〈吐蕃職官制度考論〉，《中國藏學》1988 年 2 期，頁 88-104。 
7   Helmut Hoffman, “Early and medieval Tibet”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New York. 1990. p. 390. 
8   G. Tucci, Preliminary Report on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l. Roma.1956. 
pp. 77-90.實際上，霍夫曼氏引用杜奇氏 1956 年上引著作之中，並未對內臣、外

臣有任何的說明。應為杜奇氏於 1950 年時的著作所提出的見解。詳見 G.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a. 1950.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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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與宗教文化》（Buddhism and Empire: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Early 

Tibet）。上述二部專書，可謂為西方藏學界在唐代吐蕃方面新出的研究成果。吾

人觀此二書對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不是語焉不詳，就是無片言隻語，好像唐代吐

蕃不存有宰相制度似地。特別是道特森氏在其書中，對吐蕃王室的繼承與婚姻；

贊普手足與半手足；贊普諸母、祖母、生有子嗣的后妃與小妃等母系與姻親；王

朝婚姻與國際關係；贊普宮廷與政務會議；行政管理與行政官員；土地與稅收；

徵兵、運輸網與警報系統；政府官員；吐蕃帝國的階層與等級；成為貴族與貴族

大臣；親族性、犯罪連坐、交換與繼承；平民、臣屬與奴隸；等級順序與行政管

理系統等等，均作了介紹。可謂林林總總，一網打盡吐蕃內部的制度，並解釋了

大事紀年中的所有專有名詞9。然而，觀其對吐蕃宰相制度的說明，卻有如霧裡

看花，竟未列專節介紹，例如其云：「中央會盟（vdun ma）經常由大論召集，是

為吐蕃最高政治權力所在，也是在此盟會決定最重要的法令。」10若按照上引說

法，大論的浩大權力何處去了？又為何會激發墀都松贊普族殺擔任大論的噶爾氏

家族？道特森氏對大論的職權竟無隻字片語。又如其譯 zhang blon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 為「Great ministers participating in the〔deliberation of〕state affairs」（參

與商議政務的大臣）11，譯雖不錯，但未論及由獨相演進至眾相的過程，以及為

何如是演進，眾相從何而來，其所謂的「內閣」與其認為「吐蕃最高政治權力所

在」的「中央會盟（vdun ma）」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上述重要論題，道特森

氏均未觸及，一如啞謎。道特森氏在書中將吐蕃制度網羅幾盡，獨漏最重要的宰

相制度，何以哉？又如華爾特氏論及吐蕃的政治與宗教文化時，認為中國主要影

                                                 
9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ein. 2009. pp. 25-73. 
10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p. 69. 
11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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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蕃廷之處，在於官僚政治運作方面，然並未顯現出深刻的政治涵義12，除此外，

通篇全未觸及吐蕃宰輔的層面13。但吐蕃政治文化之中，最重要的現象是吐蕃諸

氏族競逐蕃廷要職的現象，其中以競逐大論一職為最。因為大論官位最高，權勢

最大，這是討論吐蕃政治文化時，首要論及的焦點，捨此，如何侈談吐蕃的政治

文化？ 

  另於 2011 年山姆凡薛克氏（Sam Van Schaik）代表英國藏學界提出最新的研

究成果：《西藏歷史》（Tibet: A History）14，書中以為吐蕃帝國政府的形成由首

相（prime minister）居於最高位置，其下有四位首席大臣（the four chief ministers）

15。未知凡薛克氏上述所云首相之下的四位首席大臣，究竟何所指？凡薛克氏所

指似乎與《新唐書．吐蕃傳》所載其官有大相、都護、內大相、整事大相等四類，

頗相神似，但又有不同。凡薛克氏此說與大部分漢藏文獻所載有所出入，可惜未

作進一步解釋，或提供資料出處，此阻卻了讀者循線探索的機會，也未將情況說

明清楚。著書如是，倒為少見。亦即西方從早期的杜奇氏（G. Tucci）到中期的

霍夫曼氏（Helmut Hoffman），中經 2009 年上述的二書，以及 2011 年英國最新

的研究成果所顯示，證明西方藏學界在唐代吐蕃的研究領域上，有關吐蕃的中央

職官乃至宰相制度的部分，少有鞭辟入裡的論著。究其原因，一則證明西方藏學

界無此方面的認知，無法深入討論；再則完全不參考中文寫作的論著16，以致有

                                                 
12 Michael L. Walter, Buddhism and Empire: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Early Tibet. Leiden. Boston. 2009. p. 2. 
13 Michael L. Walter, Buddhism and Empire: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Early Tibet. pp. 1-36. 
14 Sam Van Schaik, Tibet: A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1. 
15 Sam Van Schaik, Tibet: A History. p. 13. 
16 西方學者大都不運用豐富的中文材料與論著，認為不足以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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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Columbia Univ. Press. New York. 2005. 
p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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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部分的吐蕃制度，包括官制、社會階層與等級，在以中文書寫的論著之中，

均已曾大量討論，或已成定論者，其仍重複論述；三則無識於東方的社會文化等

等因素，有以促成。由上述可知，國外學界對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尚處於貧乏

狀態，此應是彼等之弱項。 

  按唐代吐蕃為藏族在歷史上，所建立最強大的王朝。唐代吐蕃在藏族史的地

位一如國史中的漢唐，其典章制度，多為後世藏族政權所師法。例如在達賴之下

的噶廈（bkav shag）政府，由 4 位噶倫（bkav blon）組成，採合議制。此「噶倫」

（bkav blon）官稱，不但源自於唐代吐蕃的官稱：「宰相同平章事」（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17，且其合議方式避免一人獨攬大權之精神，

也是仿自唐代吐蕃18。由此可見，唐代吐蕃典章制度的研究，對於藏族史而言，

殆屬重要課題。 

  王師吉林曾云：「研究歷史者，所研究者即為變化。」19準此，筆者以為在

唐代吐蕃的典章制度之中，以宰相制度最具變化。而且由吐蕃宰相制度的產生、

運作及演進當中，看唐代吐蕃的君相關係、中央權力結構、各氏族的發展等問題，

則更能掌握住問題的核心，也較能看出其歷史發展的真髓。 

  學界有關吐蕃相制的研究，大多於吐蕃的官制、政治制度或人物研究之中，

一併論述20。在國外方面，雖有英人理查遜氏（H.E. Richardson）之〈吐蕃王朝

                                                 
17 山口瑞鳳著、高然譯，〈吐蕃統治的敦煌〉，《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頁 38。 
18 林冠群，〈論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蒙藏專題研究叢書，台北：蒙藏委員會，

1990，頁 7。 
19 王吉林，〈從唐太宗的用人看貞觀年間宰相制度的變動〉，中國唐代學會編，

《唐代研究論集》第 2 輯（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頁 423。 
20 請參閱陳慶英，〈試論贊普王權和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2 年

4 期，頁 53-64。李方桂，〈鉢掣逋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
本，1951，台北，頁 443-446。李方桂，〈吐蕃大相祿東贊考〉，《國際漢學會議論

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頁 369-377。佐藤長，《古代チべット史研究》

（京都：同朋舍，1977）總論：「古代チべットの制度と文化」之「政治組織」

部分，頁 711-739。陳楠，〈吐蕃職官制度考論〉，《中國藏學》1988 年 2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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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相〉（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但其重點在探討曾擔任大論的氏

族，與其氏族起源等，並未論及宰相制度本身的問題21。且其他相關論著不是語

焉不詳，多所錯誤，就是有意無意地加以疏略，有如上述。是以筆者不揣固陋，

擬針對吐蕃宰相的官稱、宰相如何產生、如何任命、職權為何、相制如何演變、

其演變過程所代表的意義等，作一剖析。在取材方面，涉及吐蕃相制的原始史料，

最重要的有《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吐蕃贊普

世系表〉等，其中尤以〈吐蕃贊普傳記第二〉最為重要。其內容全為吐蕃宰相的

記載，應可稱之為〈吐蕃宰相世系表〉（以下簡稱宰相表）22。在吐蕃金石銘刻

方面，述及吐蕃宰相方面者，有〈唐蕃會盟碑〉、〈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諧拉

康碑〉、〈昌都丹瑪摩崖石刻〉等23，雖屬零星片段，但在名銜上，有很重要的記

載。在教法史料方面，著名的《賢者喜宴》著錄有二件吐蕃贊普盟誓的誓文，當

中有參與盟誓大小臣子的名銜，是為本文重要材料之一24。另漢史料在提供較為

詳細的情節上，有很大的作用，且與藏文史料作比較時，可發揮相互印證、糾繆

                                                                                                                                            
88-104。汶江，〈吐蕃官制考〉，《西藏研究》1987 年 3 期，頁 40-48。林冠群，〈唐

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60 期，1989，台北，頁 49-84。 
21 H.E. Richardson, “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 Tibet Journal. No.1. 1977. 
pp. 10-27. 
22 Pelliot tibétain, P.T.1286, P.T.1287, P.T.1288, I.O.750, BM8212.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dea,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1978, 1979.漢譯本請見：王堯、陳踐譯注，《敦煌

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23 請參閱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李方桂、柯

蔚南合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

H.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Kazushi Iwao、Nathan Hill、Tsuguhito Takeuchi、Izumi Hoshi、Yoshiro Imaeda ed.,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okyo. 2009. 
24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賢者喜宴）. 
New Delhi. 1962. Ja.頁 109 下第 4-7 行、 頁 110 上第 l-2 行、頁 129 下第 7 行、 頁

130 上第 1-7 行、頁 130 下第 l-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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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補闕的功效。 

  由於漢史料包括張說奉敕撰〈撥川郡王碑文〉所載：「論弓仁者，源出於疋

末城，吐蕃贊普之王族也……戎言謂宰曰論」25、《補國史》所載：「吐蕃國法不

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宦族則曰尚……」26，以及《資治通鑑》所載：「吐蕃……

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27等之記載，造成了學界對吐蕃相制諸

多誤解，諸如大陸藏學泰斗王堯氏於解讀青海都蘭吐蕃墓所出土的吐蕃文彙時，

以為吐蕃的「論」就是部長一級的長官，可譯為「相」，所謂「總號曰尚論掣逋

突瞿」意思是「所有的大尚論」28。但事實上，吐蕃早期實施獨相制時，其大論

官稱為 Blon che29，《新唐書．吐蕃傳》載為「論茞」。另又作 Blon chen po 或 Blon 

chen pho30。至西元 705 年以後，吐蕃實施眾相制，除「首席宰相」仍保留原有

獨相銜外，其餘眾相概稱為：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 或 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31，準上，吐蕃宰相官稱應稱為「論茞」或「大論」，更

何況「論」係指未與王室聯姻（有例外）的貴族，至蕃廷任職的官員，皆稱為「論」，

是以「論」者，皆為官員，但未必就是宰相，〈撥川郡王碑文〉謂宰相曰論的說

法，與實際顯有出入。有關此方面將於本書之中，詳細地予以討論。 

  基於上述的認知，為免於受所謂原始史料之誤導，為辨明吐蕃相制的真義，

                                                 
25 唐．張說，《張說之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書刊本，1944）卷十七。 
26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79）

卷二十一、唐紀十三。 
27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逸舜出版社，1980）卷一九四、唐太宗貞

觀八年（634）十一月甲申條。 
28 王堯，〈青海都蘭新出吐蕃文滙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青海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主編，《都蘭吐蕃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附錄，頁 133。 
29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dea,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1978, 1979. 
P.T.1287, pl.559. 第 63 行。 
30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dea, op. cit. I.O.750, pl.581. 第 25-26 行。 
31 見〈唐蕃會盟碑〉右面碑銘第 4-5 行及第 16 行。王堯，《吐蕃金石錄》（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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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宜有一部專書，針對吐蕃二百年來宰相制度的源起、發展、演變及其影

響等，作一通論性的闡發，冀成一家之言，以供學界卓參。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唐代吐蕃的崛起過程，乃由雅魯藏布江沿岸河谷適農地區的氏族部落，彼此

相互競逐兼併，最後由雅魯藏布江南岸支流雅礱河谷地區（Yar lung so kha）的

悉補野氏（sPu rgyal），以「天神下凡，入主人間」之姿，獲得各氏族的支持，

兼併各部，統整雅魯藏布江南北兩岸。進而透過既和親又征戰的兩面手法，征服

游牧部族國家羊同（Zhang zhung，約位於今西藏西部地區），並以懷柔政策，說

服位於西藏與青海接界處、長江源流區的游牧部族國家蘇毗（Sum pa）內附，而

完成了吐蕃的統一。接著，繼續東北進，依序併吞青海諸氐羌部族國家：多彌、

党項、白蘭、吐谷渾等，直抵李唐所控疆界。完成了歷史上首度青康藏高原諸氐

羌系民族的大一統，迸發出堪稱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強大軍事及政治力，奠下

今日青康藏高原族群的分布與文化基礎。 

  唐代吐蕃的持續向外發展，先後與李唐、大食競逐西域，控制絲路通道，北

逐迴紇32，視迴紇如無物；東向犯唐，河西隴右盡陷其手；東南臣服南詔等等，

盛極一時，影響所及，不僅阻斷了漢民族向西域的拓墾，改變了亞洲民族爾後的

生態與發展，且對唐朝內部產生極大的影響，在外交、政略、財經、軍事、社會

等均因吐蕃的壓迫，造成重大的轉變。對往後藏族的歷史發展，更屬關鍵。 

  筆者撰寫本書的目的，在於以本人過去所撰之論文，諸如〈唐代吐蕃政治制

度之研究〉33、〈唐代吐蕃的相制〉34、〈唐代吐蕃的僧相體制〉35、〈吐蕃中央

                                                 
32 按迴紇族名係為本民族語文 uighur 之漢語音譯。據《舊唐書》卷一九五〈迴

紇傳〉所載，迴紇於憲宗元和四年（809）遣使將迴紇改為迴鶻，義取迴旋輕捷

如鶻。本文擬以西元 809 年為界，之前用迴紇，809 年之後用迴鶻，特此說明。 
33 林冠群，〈唐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60 期，1989，

頁 49-84。 
34 林冠群，〈唐代吐蕃的相制〉，《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臺灣師範大學，1996），頁 1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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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36、〈吐蕃「三尚一論」考疑──

吐蕃眾相制度探微〉37、〈唐代吐蕃的氏族〉38、〈唐代吐蕃曾否加入中國文化圈

考辨〉39、〈吐蕃贊普墀祖德贊研究〉40、〈唐代吐蕃的傑琛（rgyal phran）〉41、

〈唐代吐蕃的社會結構〉42、〈唐代吐蕃眾相制研究〉43、〈吐蕃「尚」、「論」與

「尚論」──吐蕃的社會身分分類與官僚集團的銜稱〉44、〈「贊普」釋義──吐

蕃統治者稱號意義之商榷〉45、〈漢藏文化關係新事例試析〉46、〈唐代吐蕃政權

屬性與政治文化研究〉47、〈吐蕃部落聯盟時期宰相雛形與官員設置研究〉48以

                                                                                                                                            
35 林冠群，〈唐代吐蕃的僧相體制〉，《中國藏學》1998 年 1 期，頁 75-85。 
36 林冠群，〈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 本 1 分，2009，頁 43-76。 
37 林冠群，〈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疑──吐蕃眾相制度探微〉，《中

國唐代學會會刊》15 期（台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 17-33。 
38 林冠群，〈唐代吐蕃的氏族〉，《中國藏學》2010 年 2 期，頁 6-26。 
39 林冠群，〈唐代吐蕃曾否加入中國文化圈考辨〉，汪榮祖、林冠群主編，《民

族認同與文化融合》（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頁 1-70。 
40 林冠群，〈吐蕃贊普墀祖德贊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32 期，2004，

頁 1-41。 
41 林冠群，〈唐代吐蕃的傑琛（rgyal phran）〉，台北：蒙藏委員會，2000，頁

1-76。 
42 林冠群，〈唐代吐蕃的社會結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第 20 期，1993，

頁 1-56。 
43 林冠群，〈唐代吐蕃眾相制度研究〉，《中國藏學》2012 年 1 期，頁 48-67。 
44 林冠群，〈吐蕃「尚」、「論」與「尚論」──吐蕃的社會身分分類與官僚集

團的銜稱〉，《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2 年 6 期，頁 68-81。 
45 林冠群，〈「贊普」釋義──吐蕃統治者稱號意義之商榷〉，《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5 期，頁 82-91。 
46 林冠群，〈漢藏文化關係新事例試析〉，《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3
年第 3 期，頁 29-36。 
47 林冠群，〈唐代吐蕃政權屬性與政治文化研究〉，《中國藏學》2013 年 S2 期，

頁 3-20。 
48 林冠群，〈吐蕃部落聯盟時期宰相雛形與官員設置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

報》50 期，2013 年 12 月，頁 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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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唐代吐蕃僧相官銜考〉49等文為基礎，再進一步廣蒐國內外最新相關研究成

果，同時蒐集並爬梳藏文原典史料，予以整理、補闕、修正，以便對於吐蕃君臣

關係、氏族生態、政治運作、政局發展，與李唐在文化上與政治制度的關聯性等

方面，以及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宰相制度，就其制度的完整輪廓、內涵、運作、淵

源、設計、原由、任命、職權、演進、影響等，以本人累積三十餘篇論文的研究

能量，試圖將之整理撰寫形成有系統的學術性專書，貢獻一家之言。 

  本書研究方法主要採史學方法，將所蒐集之漢藏文獻資料，經必要的考證、

排比、分析、歸納及綜合等，將經過上述方式整理的材料，借用政治學中之制度

研究法的概念，加以鋪陳。其中尤須注意唐代吐蕃的特性，及其與李唐在文化、

制度等方面，因交流所受到的影響等。 

  按本書所參考的主要文獻，大部為現存吐蕃時期所遺留的文獻，包括敦煌古

藏文卷子、吐蕃碑銘等。但有學者別出心裁，重新檢討碑銘的內容，於碑銘的用

詞用語、銘文的語言習慣及其內容等著手，重新考訂諸碑的成立時間，辨其真偽，

亦即是否立於事件發生的當口，或是事後所立，或是否由蕃廷所授權，或由功臣

後代所立者等。例如，彼等以諧拉康碑中贊普自稱「nga」（我），認為贊普此種

自稱，從未見於唐代吐蕃時期的各種文書之中，而且也很難想像類吐蕃贊普至高

無上的地位，會使用一般常人所使用的第一人稱「nga」；復由碑銘中使用的「…ring 

la」（於……期間）用語，在吐蕃時期指的是前朝的贊普，並非指現任的贊普；

在用詞方面，例如唐代吐蕃時期的碑銘，其統治者的稱號就是「贊普」（btsan po），

吐蕃帝國崩潰以後，統治者不復存在，此時若有碑銘使用了次於 btsan po 一等的

rgyal po（王）一詞時，吾人據此即可確定此碑應立於吐蕃帝國崩潰以後，並不

屬於唐代吐蕃時期50。類此從卷子與碑銘內容的行文與使用的詞彙等，疑部分屬

                                                 
49 林冠群，〈唐代吐蕃僧相官銜考〉，《中國藏學》2014 年 3 期，頁 60-68。 
50 Michael L. Walter,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Dat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CAJ. 54/2. 2010. p.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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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吐蕃王朝崩潰以後的產物51。意指並非所有的敦煌古藏文卷子及吐蕃碑銘，都

屬於吐蕃時期的文獻，不能目為第一手史料。 

  但筆者以為，容或某些因素讓部分敦煌古藏文卷子，與部分的吐蕃碑銘等，

遭疑非出自吐蕃時期，然而，彼等仍屬最靠近吐蕃時期的文獻，且未遭藏傳佛教

後弘期之僧院史觀所污染。在吐蕃原始史料大部闕佚難尋之時，彼等仍擁有第一

手史料的地位，殆無可置疑。 

  吾人觀《敦煌古藏文卷子》之中的歷史記載部分，其屬於吐蕃王朝成立以後，

吐蕃歷朝歷代陸陸續續累積彙編而成，似非成於一人之手，也非成於一時之作。

持此觀點的理由如下：其一，吐蕃文字的使用，係於松贊干布朝開始，因此，松

贊干布朝及其以前時期之紀事，似從口頭傳說或記憶，轉成筆錄，並予潤飾與改

造，此促成在追述先人事跡之際，執筆者可承上意加油添醋；其二，歷史的撰述，

原就需蒐集材料，沒有歷朝歷代的紀錄留存，後人無從據以撰著。是以雖有主張

《敦煌古藏文卷子》之中的〈吐蕃贊普傳記〉、〈贊普世系表〉等，以及諸如工布

碑、噶迥碑等，均為吐蕃王朝崩潰以後方問世的文獻52，可能其主張無可挑剔，

但事實上，僅拘泥於成書時間而忽略其他事實，並不足取。明乎此，吾人在取材

上，就不受所謂是否使用原始史料，而影響全文觀點正確與否之疑慮的困擾。 

三、文獻探討 

  就目前國內外學界情況而言，仍在從事研究唐代吐蕃史的學者，已寥寥可

數。原因不外數端：其一，研究唐代吐蕃史的困難，因吐蕃三大史料：吐蕃金石

                                                 
51 白貴思教授於 2008 年 6 月 10 日，應邀於英國牛津大學，以〈中央歐亞文化

體系在吐蕃帝國：帝國信仰與早期佛教〉（The Central Eurasian Culture Complex in 
the Tibetan Empire：The Imperial cult and early Buddhism）為題，所作的一場演講

的講詞。另見 Michael L.Walter,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Dat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CAJ. 54/2, 2010. pp. 291-294. 馬德，

〈論敦煌在吐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敦煌吐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

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頁 56-57。 
52 Michael L.Walter,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Dat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CAJ. 54/2, 2010. pp. 29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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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刻、吐蕃簡牘以及敦煌古藏文卷子，揭開了吐蕃的神祕面紗，對於吐蕃內部的

政權型態、王朝體制、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贊普位繼承及對外關係等，都藉此

三大史料頗有斬獲。但問題在於此三大史料的內容與分量，所能提供的研究能

量，因古藏文的解讀困難，以及無法提供足夠的訊息，並未如內地研究歷史史料

之豐盛，諸如正史、類書、政書、筆記小說、墓誌銘等等，於唐代吐蕃範疇則均

付闕如，如是足使學者望而卻步，或是無以為繼，於是逐漸凋零之餘，後繼者亦

漸無其人。其二，以大陸學界為例，具有史學素養者，缺乏藏文乃至古藏文解讀

的能力，僅能仰賴翻譯，對於西藏的整體背景，包括社會、文化等等，不是一知

半解，就是無從具備，因為需要有一整套專業的訓練過程，包括前往西藏高原作

歷史現場的觀察與田野調查，對藏文化社會的親身體驗等。對於一位從事史學研

究者而言，上述的必備歷程不啻屬於額外且龐大的負荷，因而未及入門，或健康

因素（高山病的折磨），或不耐煎熬（學習古藏文的艱困），或根本無需如此，作

其他領域反易有成績等等原由，望而卻步，或入門後頻遇困境，紛紛轉往其他領

域者，不乏其例。另一情況則為熟知藏文化社會，又擅於藏語文者，卻缺乏史學

訓練，因而無法找到研究課題，因為對其而言，有關西藏的論題，都是理所當然，

或只能彙集相關史料、譯釋之後即下結論，一無分析、二無解釋。亦即，史學與

藏學之間並未掛勾聯結，或已串聯，但未迸出火花。其三，在國際學界常見的事

例，即研究藏族史學者亦必須從事研究藏傳佛教，最後都陷進研究藏傳佛教的泥

淖中，而放棄藏族史的研究，例如日本的山口瑞鳳氏就是顯例。 

  基於上述，國內從事唐代吐蕃史而且每年仍有論文者，可能僅筆者一人，目

前已累積有三十餘篇論文，在有關吐蕃宰相制度方面的論文，有如上文所述，筆

者並於 2011 年出版《唐代吐蕃史研究》一書，書中對吐蕃宰相制度已做了初步

的整理53。然因受篇幅所限，無法將吐蕃宰相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宰相制度相

關的細節，以及普存於學界對吐蕃宰相制度的誤解等納入，因此，必須以唐代吐

                                                 
53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60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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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的宰相制度為題，另行撰寫一部專書。 

  目前除去筆者之論著外，國內與吐蕃相制相關的著作，僅有李方桂院士的兩

篇短文，其一為：〈鉢掣逋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3 期，1951，

頁 443-446），文中介紹了吐蕃一位重要的僧相鉢掣逋，對吐蕃眾相僅有一行字，

提及藏文 bkav chen po la gtogs pa 官銜在唐蕃會盟碑中譯唐代的「同平章事」也

就是入相的意思，可供參考。另一為〈吐蕃大相祿東贊考〉（文刊《國際漢學會

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頁 369-377），文中提及吐蕃宰相制度云：

「吐蕃大相 blon che 與大論 blon po chen po 是否同一官職，我頗懷疑。因為唐蕃

會盟碑上有九個大論，亦即宰相，而敦煌史料中有一段列陳二、三百年間的吐蕃

大相的姓氏，幾乎全是一個人繼一個作大相，沒有同時有兩三個大相的。我感覺

大相或論茞 blon che 似乎是首席宰相，而大論是一般的宰相。這種猜度，一時

不能詳考。」54李方桂院士所云「我頗懷疑」及「一時不能詳考」等語，確實在

當時研究吐蕃中央官制及宰相制度有諸多困難。但本書將可對李方桂院士的疑問

與無法詳考之處，提出解答並作深入且較為全面的討論。 

  在大陸的研究成果方面，陳師慶英之〈試論贊普王權和吐蕃官制〉（《西藏民

族學院學報》1982 年 4 期，頁 53-64），文中對吐蕃相制的演變有所介紹，並簡

單數語提及「為防止這種個別貴族大臣專權的現象，採取了增設大論的方法，由

一人改為數人」55。事實上，吐蕃眾相制仍保留大論一人為首席宰相，再增設多

人為眾相，陳師所言者或可商榷。汶江氏〈吐蕃官制考〉（《西藏研究》1987 年 3

期，頁 40-48）一文，亦僅寥寥數語云：「自噶爾欽陵為赤都松誅殺之後，又增設

宰相若干人，以分散其權勢便於控制……見於〈唐蕃會盟碑〉……還有尚論系統

的武職天下兵馬都元帥及天下兵馬副元帥，兩者都是『同平章事』，與宰相同一

                                                 
54 李方桂，〈吐蕃大相祿東贊考〉，《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1），頁 370。 
55 陳慶英，〈試論贊普王權和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2 年 4 期，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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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56上引文對吐蕃宰相制度的演進及其緣由之說明，雖僅短短數語，但失

之簡化，且敘述錯誤太多，如噶爾欽陵係自殺；王室誅殺噶爾家族後並未立即任

命大論，但也確曾增設宰相同平章事多人，但在西元 699 年至 704 年的五年當中，

是為「吐蕃大相空窗期」；增設宰相若干人，除分散相權便於控制外，還有其他

因素，也未論及；「天下兵馬都元帥」及「天下兵馬副元帥」係由大論與副大論

兼任，不是與宰相同一等級。上述未及二行字，就有四個商榷之處。陳楠氏有二

文，一為〈吐蕃職官制度考論〉（《中國藏學》1988 年 2 期），文中並未集中討論

吐蕃宰相制度，而是分散於貢論系統及具體官職之中，既重複論述又有一些可商

榷處，包括將貢論（宰相）、囊論（內臣）、喻寒波（監察、司法）三者均歸於《新

唐書．吐蕃傳》所載之「尚論掣逋突瞿」之中，實際上「尚論掣逋突瞿」就是眾

相的總稱，囊論及喻寒波官員都與之無關，而且陳楠氏又云：「宰相已逐漸成為

文職官員，另設專門統帶軍隊的官吏，這一點也是吐蕃中後期官制方面的一個重

要變化，以免宰相擁兵自重難以控制。」57殊不知，吐蕃自開國以來，均由大論

以及之後設立的眾相，或其他官員兼任部隊統帥，諸如有大論、眾相、大內臣、

內臣兼喻寒波者兼任典兵官職等，吐蕃史上似乎從未有「宰相已逐漸成為文職官

員」的現象。陳楠氏另一文為〈吐蕃大相尚結贊考述──兼論吐蕃宰相制度變化

的幾個階段〉（文刊《敦煌古藏文文獻論文集》上海，2007），文中以為吐蕃至墀

松德贊時期（755-796 在位），吸取唐朝典章制度，擔任宰相同平章事者達 9 人，

但吐蕃同時又有首席宰相制度，位列首席者，一般都必出身於「尚族」，一般又

稱作「舅臣」，其身分地位類同於以前的大相。上述陳楠氏的看法，可商榷之處，

其一，任命多人同時擔任宰相同平章事，早在西元 701 年墀松德贊的祖父墀都松

（漢史料載為器弩悉弄）時期就已開始實施了。另方面，眾相制是仍然保留大論

一職，作為眾相之首，召開宰相會議等，似非陳楠氏所云之「同時又有首席宰相

                                                 
56 汶江，〈吐蕃官制考〉，《西藏研究》1987 年 3 期，頁 41。 
57 陳楠，〈吐蕃職官制度考論〉，《中國藏學》1988 年 2 期，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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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再者，首席宰相不一定是尚族擔任，如曾擔任過首席宰相的韋氏（dBavs）、

末氏（vBal）、管氏（mGos）、恩蘭氏（Ngan lam）均非屬尚族，說是「必出身

於尚族」，似乎未妥。而且首席宰相的地位大不如前之「大論」，一為委員制，一

為首長制，地位如何能與行政首長的大論相類同。更何況吐蕃大約於西元 800

年至 836 年之間實施「僧相制」，即以僧侶擔任宰相，名稱為 Ban de bkav la gtogs 

pa，是為首席宰相的頭頂上司，吾人觀「唐蕃會盟碑」吐蕃參與盟誓官員的排名

即知，僧相位列第一，首席宰相排列其後，而且不是單例，在漢史料及其他第一

手藏文史料都有所記載，此將於本書中述明。熊文彬氏〈《兩唐書．吐蕃傳》吐

蕃制度補證〉（《中國藏學》1989 年 3 期）一文以為「吐蕃時期職官目前不是十

分明瞭清楚，很難類分和詳證。」58熊氏的看法很能代表學界對吐蕃內部有關制

度研究的困境。 

  綜合上述大陸學界對吐蕃眾相制的研究，確能證實筆者前文所言，不但失之

簡略，且存有諸多商榷之處，亟待有深入且完整的研究，予以釐清。因此，《唐

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專書的問世，似能部分地解除上述學界的困境。 

  在國外的研究情況方面，由於山口瑞鳳氏集中於松贊干布時期的吐蕃研究，

對於當時仍未設置的眾相制並沒有觸及。但於 1992 年發表〈吐蕃王朝外戚統治

的尚論制度的建立與意義〉（The Establish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Zhang lon 

sytem of rule by maternal relatives during the Tu-fan 吐蕃 Dynasty. Memoires of the 

Research Dept. of the Toyo Bunko. No. 50. 1992. pp. 57-61）一文，文中提出「三尚

一論」並非松贊干布時期的產物，應屬墀松德贊時期之體制的看法。但對於吐蕃

的眾相制度著墨仍少，而且在論證時，仍有許多細節有待商榷。例如山口瑞鳳氏

所主張「三尚一論」係實施於墀松德贊一朝而言，琛氏（mChims）、沒盧氏（vBro）

確為墀松德贊之父王及祖父時期的外戚，那曩氏（sNa nam）則是墀松德贊母后

                                                 
58 熊文彬，〈《兩唐書．吐蕃傳》吐蕃制度補證〉，《中國藏學》1989 年 3 期，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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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姓氏，因此從表面上看，沒盧氏是都松芒保杰（墀松德贊祖父）的親母舅，琛

氏是墀德祖贊（墀松德贊之父王）的親母舅，那曩氏則為墀松德贊的親母舅59，

如是，似乎山口瑞鳳氏的主張是正確的60。但問題在於當墀松德贊任命韋曩熱達

贊（dBavs snang bzher zla brtsan）為大論時，當時蕃廷中是否有上述三位王室外

戚，同時出任宰相同平章事，不無疑問61。有關於此，下文將有詳論。佐藤長氏

在其巨著《古代チべッ卜史研究》一書中之〈總論〉有〈古代チべッ卜の制度と

文化〉的〈政治組織〉部分（頁 711-739），其中討論了吐蕃「尚」、「論」之定義

及實際內涵，並逐一解釋新、舊唐書所載之吐蕃官稱，但對於吐蕃相制的變化，

卻隻字未提，似乎沒有這方面的認知，因而參考價值有限。而且對「尚論掣逋突

瞿」的解釋，也有商榷的餘地。例如佐藤長氏以為「尚論掣逋突瞿」應屬吐蕃初

期的中央官制62。既然「尚論掣逋突瞿」為吐蕃眾相的泛稱，則吐蕃晚於西元

705 年以後方實施眾相制，在吐蕃初期焉有「尚論掣逋突瞿」名詞的存在63？ 

  在西方學界方面，對於唐代吐蕃官制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貧乏。可能是因

為文化背景的差距，另方面也是因無法全面使用資訊相對於藏文史料更為翔實豐

                                                 
59 《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6〈吐蕃贊普世系表〉記載：「Mang slon mang rtsan 
dang / vBro za khri ma lod / bri steng du bshos pa vi sras / vDus srong mang po rje / 
vDus srong mang po rje dang / mChims za btsan ma thog / thog steng du bshos pa vi 
sras // Khri lde gtsug brtsan / Khri lde gtsug brtsan dang sNa nam zav mang mo rje 
bzhi steng du bshos pa vi sras / Khri srong lde brtsan /」（芒倫芒贊與沒盧妃墀瑪蕾

芷登所生之子都松芒保杰，都松芒保杰與琛妃贊瑪脫脫登所生之子墀德祖贊，墀

德祖贊與那曩妃芒茉婕息登所生之子墀松德贊。）詳見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1286 pl.556. 第 64-67 行。 
60 Yamaguchi Zuiho, “The Establish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Zhang lon System 
of Rule by Maternal Relatives during the Tu-fan 吐蕃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50. 1992. pp. 60-61. 
61 林冠群，〈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疑──吐蕃眾相制度探微〉，《中

國藏學》2009 年 1 期，頁 36-39。 
62 佐藤長，《古代チべッ卜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77），頁 732-733。 
63 詳見林冠群，〈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 本 1 分，頁 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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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漢史料，以致在吐蕃官制方面的研究，對西方學者的困難度頗高。有些著名

學者也嘗試了吐蕃官制的研究，但似乎不盡理想，例如義大利著名藏學者杜奇氏

（G. Tucci），為舉世公認的權威藏學家，其於《吐蕃贊普陵墓》（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a, 1950）的成名作中，居然把吾人所熟知的內臣（內朝官）、

外臣（外朝官），解釋成：「並不因為其所執行之職務而賦與內臣（nang blon）、

外臣（phyi blon）的銜稱，而是他們在宮裡所站的位罝，內臣被允許進入贊普所

居住的內殿，而且可以坐在議事廳的特別位置上。」64如此解釋內朝官，即知其

因文化背景，根本弄不清東方式的官職性質與職能。因此，西方學者對唐代吐蕃

的政治制度多點到為止，或寥寥數語，沒有鞭辟入裡的大作。就連英國著名的藏

學家理查遜氏（H.E. Richardson）曾寫過〈吐蕃王朝的宰相〉（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 The Tibet Journal. No. 1, 1977）一文，文中僅是介紹所有擔任大

論的大臣，其姓氏名望及其相關事跡，卻對宰相制度的內涵與演進，隻字未提。

至 1998 年理查遜氏另著〈吐蕃王朝的僧相〉（Great Monk 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一文，雖曾觸及吐蕃佛教信仰的推展與吐蕃氏族之間的互動關係，但

主要仍只是介紹吐蕃二位僧相的生平、事跡，一仍其前文〈吐蕃王朝的宰相〉的

寫法與內容，對吐蕃宰相制度的內涵、變化以及為何會有僧相的設置等，均仍一

片空白65。另法國著名藏學家石泰安氏（R.A. Stein）在解釋「三尚一論」時，

也有所誤解，認為每位尚各統領數名論，亦即把眾相形式的「三尚一論」，作了

錯誤的解讀66。 

  由上述可知，國外學界對吐蕃的政治制度，乃至於宰相制度的研究成果，無

法與其吐蕃史整體研究水平，相提並論，此應是彼等之弱項。筆者對於吐蕃宰相

                                                 
64 G.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a. 1950. p. 62. 
65 H.E. Richardson, “Great Monk 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 in Aris, M., ed. 
High Peaks Pure Earth. London: Serindia. 1998. pp. 141-148. 
66 石泰安著、耿昇譯，《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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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研究，不但修正了正史及藏文史料記載的錯誤，又能綜合漢藏史料及前人

時賢的研究成果，提出學界前所未曾詳論的吐蕃宰相制度，從中更窺探出漢藏在

文化上的關聯性。在如此研究途徑下，似可超越國外學界的水平，爾後彼等若作

相關的研究，本人的著作將可提供彼等參考。 

第二節 唐代吐蕃政權的屬性與政治文化 

  當李唐如日中天，叱吒風雲之時，其西方已崛起一神祕大國，正大張旗鼓，

大殺四方，征服其周邊部族國家，逐漸形成氣候。只是因其位於地形高大，形勢

阻絕，而又氣候凜烈多變的大高原所掩蔽，李唐對此早已成形且具有威脅性的大

國，竟然一無所知。直到吐蕃的觸腳伸到了李唐國界，李唐方驚覺，原來臥榻之

旁，早有他人鼾睡。 

  西元 634 年（唐太宗貞觀八年）11 月，吐蕃首次遣使赴唐。唐太宗可能本

於慣例，凡首次通使中國者，必遣通好使者回聘；另一可能為了解該國總體狀況，

派遣使節隨其使返國報聘。《舊唐書．吐蕃傳》記載當時太宗派遣使者馮德遐前

往吐蕃所使用的字眼為：「往撫慰之」，此正意味著李唐確實了解其西疆之吐蕃，

已是巍然成形的大國。但李唐似乎並未真正了解吐蕃政權的性質及其政治文化，

因為隨後吐蕃聽聞突厥與吐谷渾皆尚唐公主，於是亦遣使隨馮德遐入朝求婚，結

果竟然為唐廷所拒，吐蕃遂於西元 638 年掀起戰爭，先將被疑為破壞求婚好事的

禍首吐谷渾，趕出家園，驅往青海湖以北。繼之，陳兵松州（今四川松潘縣），

威脅不嫁公主就攻城。 

  讀史至此，令人不禁想到，以唐太宗之英明，難道其所遣之使者，係蒙著雙

眼到吐蕃，白走一遭，完全沒有意識到吐蕃的強悍及其政權的屬性。還是唐太宗

遭到蒙蔽，以致誤判形勢，下了錯誤的決策，招來不必要的戰爭。既然戰後仍將

公主出嫁給吐蕃，如是早同意和親，又何必多打一戰。吾人好奇的是，終李唐一

朝，吐蕃持續扮演著麻煩製造者的角色，李唐焦頭爛額之際，始終鬧不清吐蕃究

竟是何方神聖？始終無法妥善處理吐蕃所帶來的諸多問題。那麼，究竟吐蕃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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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其政治文化是怎麼一回事？ 

一、擁天神之後為國君的神權國家 

  吐蕃王室崛起於雅魯藏布江南岸支流雅礱河谷地區，並逐漸向外發展。於發

展過程中，逐次兼併其他地方勢力。由於所轄疆域日漸擴大，所控之氏族部落亦

隨之日漸增多且複雜。為因應如是情勢的變化，另方面亦需與各方勢力角逐西藏

高原霸主的寶座，雅礱悉補野氏族勢須提出與眾不同，且足以折服諸競爭者之說

詞。遂於第八代統治者布岱貢杰（sPu de gung rgyal）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稱號：「贊

普」，藉以突顯其特出之處。 

  對於雅礱悉補野部統治者稱號「贊普」的意涵，在《敦煌古藏文卷子》〈吐

蕃贊普傳記〉與〈贊普世系表〉，或是吐蕃碑銘之中，似未予直接且明確地解說。

但吾人仍可透過《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贊普傳記〉與〈贊普世系表〉，以及吐

蕃碑銘所記載有關贊普王室對自身源起的敘述，兼及各家貴族對吐蕃王室的理念

與看法，了解「贊普」稱號的實際意義與其背後隱藏的意涵。 

  有關唐代吐蕃王室的祖源，在《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6〈贊普世系表〉

記載： 

Lha gnam gyi steng nas gshegs pav // gnam lhab kyi bla na // yab lha bdag drug 

bzhugs pa vi sras /gcen gsum gcung gsum na / khri vi bdun tshigs dang bdun / khri vi 

bdun tshigs kyi sras / khri nyag khri btsan pov // sa dog la yul yab kyi rje / dog yab 

kyi char du gshegs sov // lha ri gyang dor gshegs na /…// Bod ka g-yag drug gi rjer 

gshegs so / thog ma sa la gshegs pa yang / gnam mthav vog gi rjer gshegs pas 

/…gnam lhab kyi bla na yab bla bdag drug bzhugs pavi sras / gcen gsum gcung gsum 

na / khri vi bdun tshigs dang bdun // khri vi bdun tshigs gyi sras / lde nyag khri btsan 

po / sa dog la yul yab kyi rje dog yab kyi char du gshegs nas / lha sras myi yul gyi 

rgyal mdzad cing bzhugs pa las / mngon du thal byung dgung du gshegs pa //…67 

                                                 
67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in Choix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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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自天國之上降世，在天國之上，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連同墀宜頓祉七

神，墀宜頓祉之子，墀聶墀贊普，大地上有父王之土地，他降臨至父王的土地，

當降至神山絳多時……來作吐蕃六氂牛部之王，當初降臨大地，來作天下之

主……在天國之上，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連同墀宜頓祉共七神，墀宜頓

祉之子德聶墀贊普，大地上有父王之土地，他降臨父王之土地，神子住世且做人

間之王，然後他顯現出愉悅神情，返回天國……。68 

上引 P.T.1286〈贊普世系表〉所記載王室祖源神話，並非單例。又如信史時期的

贊普墀德祖贊（Khri lde gtsug btsan, 704-754），南詔王閣邏鳳向吐蕃降服時，贊

普君臣開懷高歌云： 

dgung sngo ni bdun rim gyi // Lha yul ni gung dang nas // Lha sras ni myivi mgon / 

myi yul ni thams chad dang / myi mtshungs ni myi vdrav ste // yul mtho ni sa gtsang 

bas // bod yul ni gshang du gshegs // myi yul ni yun kyi rgyal… Lha sras ni btsan la 

btsal // Lha sras ni gtsug che la // …myi srid ni Lhas mdzad kyis69 

從七重藍天之上，蒼穹神域之中，神子從彼降，作為整個人間，人的祜主，無以

比擬，無以倫比，高域淨土，降凡於吐蕃之地，永做人間之王……（閣邏鳳）尋

求神子之威靈，神子之道至廣……人眾之事由神來主宰。70 

上引歌詞係讚頌吐蕃王室的祖源。另為美國白貴思氏（Christopher I. Beckwith）

以為成書於吐蕃當代的《敦煌古藏文卷子》P.T.16〈德噶碧玉園盟誓寺院祈願文〉

71記載：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1978, 1979. Vol. 2. 
P.T.1286. pl.555. 第 30-44 行。 
68 譯文參酌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北京：民族

出版社，1992），頁 173-174。筆者依藏文原文將譯文作部分更動。 
69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1287. pl.570. 第 351-359 行。 
70 譯文參酌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2），頁 166。另參酌黃布凡、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蘭州：甘

肅報育出版社，2000），頁 285-286。並依己見加以調整。 
71 白貴思教授於 2008 年 6 月 10 日英國牛津大學，演講〈中央歐亞文化體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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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 kyi lha btsan po myi rje lhas mdzad pa Khri gtsug lde brtsan gyi zha snga nas 

kyang yab myes vphrul kyi lus bzhin / dgab cing bkur ba ni gnam sa dang mtsungs 

//…72 

吐蕃天贊普、由神而作為人主之墀祖德贊陛下，猶如先祖幻化之身，似天之覆蓋，

地之載負……。73 

由上引文得知，不論墀德祖贊或墀祖德贊對自身源流的認知，均與吐蕃史前所流

傳者完全相同，均為天神之子下凡，入主人間之內涵。 

  除此外，在眾多吐蕃碑銘之中每有類似的說法，例如〈第穆薩摩崖刻石〉記

載： 

thog ma phywa ya bla bdag drug gi sras las / nya khri btsan po myi yul gyi rjer // Lha 

ri gyang dor gshegs pa tsung chad…74 

初，恰神天父六君之子，聶墀贊普降臨神山降多，做人間之王以來…… 

〈諧拉康刻石〉記載： 

myivi mgon du sa la gshegs nas gnam du bzhud pa ni …75 

降臨大地作為人之祜主後，又返回天國……。 

〈墀德松贊墓碑〉碑銘記載： 

btsan po lha sras / Vo lde spu rgyal // gnam gyi lha myivi rjer gshegs pa //…76 

贊普神子，鶻提悉補野，天神下凡，來做人主。…… 

〈唐蕃會盟碑〉碑銘記載： 

                                                                                                                                            
吐蕃帝國：帝國信仰與早期佛教〉（The Central Eurasian Culture Complex in the 
Tibetan Empire: The Imperial cult and early Buddhism）的講詞。 
72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16. pl.8. 25b. 第 3-4 行。 
73 譯文參酌張云、黃維忠輯，《唐代吐蕃資料選輯》（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歷史所，2005），頁 359。 
74 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95，第 3-4 行。另請參閱李方桂、柯蔚南合著，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頁 198。 
75 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131，第 2-3 行。 
76 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137，第 1-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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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hrul gyi lha btsan po Vo lde spu rgyal // yul byung sa dod tshun cad vung nas myivi 

rjer // (gdung ma vgyur bar //) bod kyi rgyal po chen po mdzad pa yang // gangs ri 

mthon povi ni dbus // chu bo chen povi ni mgo // yul mtho sa gtsang (//zhes) ba la 

gnam gyi Lha las // myivi rgyal por gshegs te // …77 

聖神贊普鶻提悉補野，自有國及大地渾成以來……來做吐蕃大王，在高聳雪山之

中，在大河之源流中，地高土淨……以天神下凡，來作人間之王。78 

比較上引四則碑銘可以發現，吐蕃碑銘所提王室祖源說法，與《敦煌古藏文卷子》

P.T.1286〈吐蕃贊普世系表〉的說法，幾乎如出一轍，均表達王室祖源為天神，

王室為天神之子下凡，統治人世。 

  由上述當代所鐫刻的銘文實物，印證紙筆所書寫的文獻，確證了當代吐蕃人

對雅礱悉補野部統治者身分的概念。而且吐蕃王室在崛起過程中，也以「天神之

子，入主人間」的理念，博取其他氏族部落的支持與擁戴。例如《敦煌古藏文卷

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三〉記載，在松贊干布祖父達布聶息（sTag bu snya 

gzigs）時，位於拉薩河流域的地方勢力森波杰（Zings po rje）手下，娘曾古（Myang 

tseng sku）與韋義策（dBavs dbyi tshab）不滿森波杰，亟思轉投達布聶息陣營時，

曾吟唱曰： 

chab chab ni pha rol na // yar chab ni pha rol na // myivi ni myi bu ste / Lhavi ni sras 

po bzhugs // rje bden ni bkol / du dgav / sga bden gyis ni bstad du dgav…79 

在河流的對岸，在雅魯藏布江的對岸，有一人，人之子，實乃天神之子，真正的

王，吾人才樂於受差遣，由於是合適的鞍，才能坐安穩。80 

                                                 
77 王堯編著，前引書，頁 30，第 5-8 行。另請參閱李方桂、柯蔚南合著，《古

代西藏碑文研究》，頁 47。H.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 Hertford. 1985. p. 108. 
78 譯文參酌李方桂、柯蔚南合著，前引書，頁 95。H.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p. 109. 
79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1287. pl.562. 第 148-150 行。 
80 譯文參酌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頁 161；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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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文所提雅魯藏布江對岸，就是指雅礱河谷地區，天神之子（Lhavi ni sras po）

指的就是悉補野氏的達布聶息。上引歌詞顯示娘氏與韋氏相信達布聶息為神之

子，而願意接受其差遣。至達布聶息謝世，其子倫贊弄曩（sLon btsan rlung nam，

即松贊干布之父，後尊稱為曩日倫贊）繼立81。娘氏、韋氏仍繼續支持雅礱的悉

補野氏，並與其聯盟者共同消滅森波杰，倫贊弄曩遂得以一統雅魯藏布江流域，

此時娘氏、韋氏高歌慶祝云： 

gzus ni lha bon to / sLon mtshan sLon kol / gzus ni lha bon to … rje bden gyis ni bkol 

to …82 

天神來到了，倫贊倫果爾，天神來到了，……由於是真正的王，所以願受差遣…… 

上引娘氏、韋氏歌詞，其中倫贊指的是倫贊弄曩，而倫果爾（sLon kol）為倫贊

弄曩之弟，此兄弟二人，均為達布聶息之子。由上引歌詞顯示，達布聶息及倫贊

父子兄弟均為彼等相信為天神，因此受到擁戴。 

  吾人由以上吐蕃當代文獻所引述者，充分理解吐蕃人對其王室的理念：為上

天之神祉降世人間，作為統治人世的人主。此理念就連唐人都有耳聞，例如西元

9 世紀初杜佑的《通典》記載：「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提悉補野，

因以為姓。」83由是，在吐蕃人的概念裡，吐蕃的統治者為天神降世，是為「神

人合一」，吐蕃統治者的稱號必圍繞於「神人合一」的意涵，加以取用，並形成

君臨吐蕃及其周邊地區，至尊至大的稱號，除此外，別無他義。 

  但當吾人翻閱《新唐書．吐蕃傳》對「贊普」稱號的說明時，發現其僅以字

面上的意義加以解釋，認為是「雄強丈夫」，也就是「雄強的男子」之意，並未

就其內涵予以述明。考其原因似在於若果承認吐蕃贊普為天神，為神人合一的意

                                                                                                                                            
布凡、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頁 178-179。 
81 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頁 161。 
82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1287. pl.563. 第 185-186 行。 
83 唐．杜佑，《通典》（台北：新興書局，1963）卷一九○、邊防六、西戎二、

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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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那麼中原皇帝在面對天神下凡的吐蕃贊普時，該持什麼立場？是屈服於其

下；或自認同屬神種，而平等待之；抑或相應不理，根本否認吐蕃贊普為天神。

吾人縱觀唐蕃關係的演進，似乎後者在大部分時間裡較受唐廷青睞。因為既然如

前文所述，唐人早有耳聞吐蕃贊普自稱為天神所生，自然唐廷不可能無知於吐蕃

贊普的屬性，但為何漢文史籍上，仍僅就字面上解釋，這就闡明了李唐並不接受

吐蕃贊普為天神的認知。 

  然而，吐蕃的立國，就是基於由天神之子下凡至人間，作為人間統治者的理

念，並由一群也自稱為天神之後的吐蕃各地氏族，共同擁戴天神化身的祜主，共

同服膺此理念所完成者。上述所引諸歌詞也透露了二個訊息，其一，提及吐蕃贊

普的身分時，使用的藏文字為「Lha sras」，就是「Lhavi ni sras po」一詞的簡稱，

「Lha sras」字義就是「神的兒子」，有將之譯成「天子」者；這是當權者聲稱其

權力來源的理論依據，依此說服世人，而取得統治權，這就是藏族歷史上所奉行

不渝且至今仍施行的「神王統治」思想之濫觴。這種「神王統治」思想的宣揚，

提供了足夠的政治號召，讓有如一盤散沙的泛氐羌系部族，有所景仰與尊崇的對

象。贊普為天神下凡之說，也成為吐蕃向外擴張，征服四方的動力之一。另方面，

天神之後與普通老百姓應有嚴明的分野，是為吐蕃人顛撲不破的意識型態。 

二、以農統牧的政權型態 

  據王明珂院士的研究，中國北方游牧民族以匈奴為代表之牧區，其生態環境

有三種：1. 廣大的草原，它的廣度足以在不同季節皆可提供牧畜所需的水、草

資源；2. 有森林的山區，不但能提供他們獵場與製作車具、穹廬、弓矢的木材，

且能在夏、冬季節得到豐富水源、草料及避風寒的場所；3. 鄰近定居村鎮、半

游牧聚落或重要貿易路線的地理位置，以取得自己無法生產製造的日常用品或穀

類，或由保護定居城邦及商旅中獲利84。由王明珂院士之研究得知，中國北方游

                                                 
84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2009），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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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族甚少南下搶占土地，就算上述第三種生態環境，彼等對於所需之物資向該

地透過以稅收或貢奉的形式加以收取，絕少占領下來自己統治並供屬民移徙。原

因就在於游牧民族對農民的觀念，認為從事耕種者是下等人，類同於豢養的牲

畜，皆為提供生活資源之用。例如突回語對於漢人所食用的各種蔬菜，不論其為

白菜、韭菜、菠菜等等，皆一律稱之為「ot」，其義為「青草」，是為北方游牧民

族從不取食者，因為只有牲口才會吃「ot」，既然農民也吃「ot」，彼等在北方游

牧民族眼中之地位，可想而知。另美國巴菲爾德氏（Thomas J. Barfield）以為匈

奴運用「外部邊界策略」（outer frontier strategy），突襲深入漢地，以震懾漢廷，

並時戰時和以增加所獲貢奉的數量與貿易權，而且，即便是大捷之後，也有意拒

絕占領漢地85。是以，歷代中原王朝在面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時，似乎都意識

到彼等入侵目標，在於「金、帛、子、女、粟、器」，對於中原並沒有領土野心。 

  吾人觀《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的源流，認為其居住於漢西羌之地，雖

不清楚吐蕃的種落何所出，但懷疑為西涼禿髮之後，統有群羌。《新唐書．吐蕃

傳》則開宗明義，指摘「吐蕃本西羌屬」。也就是說，兩唐書的記載說明了唐人

的概念，認為吐蕃就是西羌，或是與西羌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按中原歷來對西羌的觀念，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其民生活為： 

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86 

上引文說明了西羌人因土地種不出多少的穀糧，故逐水草，以牧業為生。依此，

唐人認為吐蕃為游牧民族，應屬預料中事。故而《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曰：

「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新唐書．吐蕃傳》亦載：「其畜牧，

逐水草無常所。」甚至今人也依據上述記載，認為吐蕃行游牧生活，例如：傅樂

成氏所撰《隋唐五代史》以為：「當時的吐蕃人，過的是畜牧生活，他們大部分

                                                 
85 巴菲爾德著、袁劍譯，《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2011），頁 62-65。 
86 劉宋．范曄，《後漢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百衲本，1981）第八十七卷

〈西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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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定居，但也有若干城郭。」87王壽南氏所著《隋唐史》亦云：「唐初，吐

蕃人過著游牧生活，但已有城郭……。」88又如大陸學者楊銘氏亦主張吐蕃為「畜

牧、逐水草無常所」典型的游牧部落89。 

  西方學者則舉出更多的例證，試圖證明吐蕃先祖為游牧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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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蕃軍事建制，以為全蕃區分為五翼，每翼有十個千戶，每個千戶由一千個家戶

所組成，此與匈奴、突厥及蒙古所採取的制度屬同類型，此說明了吐蕃的軍事架

構承繼自其行游牧的先祖90。除此外，凡薛克氏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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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凡薛克氏以為包括吐蕃王室在內的諸氏族，帶著先祖的神

話與儀式，由中亞草原遷徙至中藏地區（Central Tibet），定居於西藏南部的河谷

地區，原居於河谷地區的農民無法抗拒行游牧的征服者，征服者深入到耕種肥沃

土地的農民群中，並於農田旁建築起高聳的城堡92。又云吐蕃每於秋季入侵李

唐，亦為循游牧民族入侵季節的傳統93。雖然國外學者言之鑿鑿，有如上述，似

乎吐蕃王室為游牧民族由中亞草原，進入到西藏南部肥沃的河谷區，征服當地

人，興建高聳入雲的城堡以為居處的說法，甚囂塵上。 

  另美國白貴思氏（Christopher I. Beckwith）亦從唐書所載吐蕃贊普的喪葬習

                                                 
87 傅樂成，《隋唐五代史》（台北：長橋出版社，1979），頁 75。 
88 王壽南，《隋唐史》（台北：三民書局，1986），頁 194。 
89 楊銘，《吐蕃統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頁 45。 
90 Sam Van Schaik, Tibet: A History. p. 13. 
91 Sam Van Schaik, Tibet: A History. p. 15. 
92 Sam Van Schaik, Tibet: A History. p. 3, p. 24. 
93 Sam Van Schaik, Tibet: A History.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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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共命」，認為吐蕃屬於「中央歐亞文化體系」（Central Eurasia Culture 

Complex），此文化體系的核心，就是君臣共命，整個吐蕃統治體系均源於此94。

白貴思氏於其新著《絲路的諸帝國：從青銅器時代至今的中央歐亞歷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一

書之序言95，解釋了所謂的「中央歐亞文化體系」（Central Eurasia Culture 

Complex）的概念。其彙整並節錄了周朝、西徐亞人（Scythians 塞種）、羅馬帝

國、匈奴、烏孫、高句麗（Koguryo）、波斯、突厥、蒙古等九個民族之起源神話，

與所謂的「The First Story」（原初故事）96內容加以比較後發現，彼此間有著以

下或多或少的共同特徵： 

一位女士為天上神靈所賜孕；合法的君主遭到不公正的罷黜；女士生下了神妙的

男嬰；惡王下令處決男嬰；野獸扶養男嬰因而存活；男嬰被發現於荒野且救活；

男嬰長大成為騎射好手；他被帶往王宮充當手下；他處於被處死的險境但及時逃

                                                 
94 白貴思教授於 2008 年 6 月 10 日英國牛津大學，演講〈中央歐亞文化體系在

吐蕃帝國：帝國信仰與早期佛教〉（The Central Eurasian Culture Complex in the 
Tibetan Empire: The Imperial cult and early Buddhism）的講詞。白貴思氏將此演講

內容修改成論文，將刊布於 Eintausend Jahre Asiatisch-Europäische Begegnung: 
Gedenkband für Dr. Peter Lindegger, ed. by Ruth Erke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forthcoming). 
95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Univ. Press. Princeton. 2009. pp. 1-28. 
96 The First Story 的內容概要如下：「上天的天主與下面水神之女成孕，生下一

子。邪惡的王殺了王子之父，奴役王子之母，失去父親的王子甫出生就被丟棄於

荒野。荒野中的野獸照顧扶養王子，他得以存活並變得多智謀且雄強。此奇妙的

小孩被帶到王宮，被惡王如同其子般地養大。他成長並強壯，且長於騎馬射箭。

其雖具長才卻被派到馬廄工作。當敵人攻打王國時，馬廄的孩子以其強弓擊退了

敵人，英雄事跡被廣為散播。惡王及其子懼怕此英雄，惡王之子說服其父，聘一

謀略者謀害之，但王子及時逃亡。他獲得一群勇敢青年戰士朋友，他們攻殺了惡

王，解救了他們的女人，並建立了一個正義且繁榮的王國。唱遊詩人在王子及其

夥伴們面前，以及其他宮廷及英雄之前，吟唱著王子及其夥伴之英雄事跡，他們

獲得了永不磨滅的令譽。」詳見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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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他結交了一群經過盟誓的戰友；他推翻了暴君，再次於王國建立正義；他建

立一個新城市或新王朝。97 

上述的共同特徵，就是白貴思氏所謂的「中央歐亞文化體系」（Central Eurasia 

Culture Complex）。白貴思氏以為吐蕃帝國文化屬於「中央歐亞文化體系」，此特

殊文化系列為早期至中世紀晚期中央歐亞人所創建者，吐蕃文化與西徐亞塞種人

（Scythian-Saka）或早期突厥相同，其核心就是「comitatus」（夥伴、武裝團體），

為一經過盟誓的防衛兵團，是為最顯著、最主要的外觀。中央歐亞文化包括

「comitatus」及統治者與其伴隨者的關係，決定了早期中央歐亞的宗教社會、政

治及經濟結構，並由此表現出中央歐亞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包括宗教信仰、神話

傳說、英雄史詩、政治信仰與實踐、經濟生活等等。而「comitatus」包含一群好

戰的年輕人，彼此與主人互稱朋友，彼等盟誓保護統治者直到去世。若主人去世，

則自殺或他殺，以追尋主人至另一世界，再繼續保護主人。共命人典範是為中央

歐亞宗教信仰的精華，就由上述的「原初故事」所表達出來98。 

  據上述，白貴思氏以為吐蕃贊普的「comitatus」約有六人，贊普與這六人盟

誓以後，變成生命共享者，不論發生任何事，彼等均生活在一起、戰鬥在一起，

也死在一起。也有一個擴大的共命人團體，包括貴族、戰士，這些被辨識為老虎

戰士，而且整體吐蕃社會結構就基於相同的盟誓關係，也就是每一氏族頭領，率

其族人盟誓效忠統治者。此與整個中央歐亞擴大的封建政治結構，包括早期中古

歐洲與中央歐亞的突厥、蒙古等，都為相同的類型99。如是，似乎吐蕃上層統治

階層皆為游牧民族，而被統治者皆屬農民的一般平民百姓。這種二分法，看似合

理，其實缺乏實證，且充滿拼拼湊湊與未符史實的聯想。因為吐蕃軍事制度的建

                                                 
97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 12. 
98 以上陳述均屬白貴思教授於 2008 年 6 月 10 日英國牛津大學，演講〈中央歐

亞文化體系在吐蕃帝國：帝國信仰與早期佛教〉（The Central Eurasian Culture 
Complex in the Tibetan Empire: The Imperial cult and early Buddhism）的講詞。 
99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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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可透過模仿移植；吐蕃君主的喪葬禮俗有許多細節與斯基泰人、匈奴、突厥不

同，例如斯基泰人將過世的首領遺體，製成木乃伊後，輿之巡迴各部100，與吐

蕃停厝於廟宇方式不同；又如匈奴、突厥並不存有將遺體製成木乃伊之習俗；吐

蕃亦無北亞、中亞地區所共有的「剺面而哭」，一種以刀割面，讓血淚俱下，以

示哀傷的方式，遍查吐蕃文獻並無類似記載，《舊唐書．吐蕃傳》所載吐蕃喪葬

習俗為： 

居父母喪，截髮，青黛塗面，衣服皆黑，既葬則吉，其贊普死，以人殉葬，衣服

珍玩及嘗所乘馬弓劍之類，皆悉埋之……。101 

《新唐書．吐蕃傳》則載： 

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君臣自為友，五六人曰共命。

君死，皆自殺以殉……。102 

  上二引文所載「斷髮」、「黛面」（將臉塗成青黑色）等，顯然與凡薛克氏所

云者不同。另《通典》記載： 

其臣與君自為友，號曰共命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縱酒，

葬日於腳下針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縫鋸，亦有將四尺木

大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103 

《通典》係由杜佑於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所完成，為現存最早對吐蕃有所

記載之漢文史料，屬同時代的紀錄，甚具參考價值。其所載吐蕃贊普的葬禮情形，

雖有共命、親信等以「腳下針血」、「用刀當腦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刺兩

                                                 
100 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頁 18。 
101 後晉．劉昫，《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點校本，1979）卷一九六上〈吐蕃

傳上〉。 
102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點校本，1979）卷二一六

上〈吐蕃傳〉。 
103 唐．杜佑，《通典》（台北：新興書局，1963）卷一九○、邊防六、西戎二、

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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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下」等之自殘方式，表達哀悼之情，但其激烈、殞命的慘烈，卻遠遠超過突回

民族的剺面，與西徐亞人於耳、鼻、手臂、手掌等處自殘，顯然二者間的目的不

同，突回民族與西徐亞的自殘，屬不致害命的輕度自殘，僅為表達哀傷之情，而

吐蕃卻以殉葬為目的進行自殘。在如是差距下，二者怎可謂為同類型的喪葬禮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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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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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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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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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頭髮編成髮辮後剪掉，並割裂身

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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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載之古藏文，主、受格位並不明確，凡薛克氏又忽視了語意的連貫性，致誤解

                                                 
104 詳見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1287. pl.557-559. 第 1-62
行。 
105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1287. pl.558. 第 45-47 行。 
106 黃布凡、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0），

頁 165。另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頁 158，譯作：「無

論何時，贊普王者一經亡故，結髮辮於頂髻，塗丹朱於面龐，於身上劃線，對贊

普夫婦遺骸鞭打，並對眾人祕而不宣，令其吃喝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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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引古藏文的文意。更何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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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屬神話，半屬史實，在史實

中雜敘了許多民間傳說。引用此類資料似需更加謹慎，且考證之功夫勢不可缺。 

  又如上文所提白貴思氏所云者，筆者以為白貴思氏所據以提出「中央歐亞文

化體系」（Central Eurasia Culture Complex）理論的九個民族祖源神話與「原初故

事」的比較結果，深覺其中的共通性並未如白貴思氏所主張者那麼明確，且不吻

合處甚多，似乎有些牽強。吾人舉白貴思氏所認為最具有代表性的「天神之子」

及「comitatus」（可譯為共命人）二項為例，在白貴思氏所彙整的九個民族族源

神話中，為「天神之子」明確記載者，僅有周朝、西徐亞人、羅馬帝國及高句麗

107；具「comitatus」或類似《新唐書．吐蕃傳》所載的「共命人」之記載者，

僅有羅馬帝國及蒙古108，其餘並不明確。而且如何由王室的祖源神話，進而形

成統治全民的官僚政府國家之過程，並未交代清楚。僅此即知，所謂「中央歐亞

文化體系」理論的建立，仍須更多的證據與審慎的評估。更何況吐蕃「共命人」

                                                 
107 周朝始祖后稷為其母踩巨人足印後所孕者；西徐亞人之始祖為天神之子與河

神之女成孕所生者；羅馬帝國創建者則為其母遭天神 Mars 所強受孕者；高句麗

始祖則為日神與河神之女所生。其餘的匈奴、烏孫、波斯、突厥、蒙古等之始祖，

在其族源神話中並未有天神之子的明確載記。請參見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p. 3-11. 
108 羅馬帝國創建者 Romulus 有 300 位護衛；蒙古成吉思汗有 4 位：忽必來

（Kubilai）、者勒篾（Jelme）、哲別（Jebe）、速不台（Sübedai）等。其餘白貴思

氏所舉之例，如：希台人、阿赫明尼德、西徐亞、花剌子模、匈奴、古代與中世

紀初的日耳曼、薩薩尼波斯人、白匈奴、厭噠（Hephthalites）、高句麗、早期日

本王朝（the early dynastic Japanese）、突厥（包括 Kazars、迴紇等）、粟特、斯拉

夫人、契丹等等，都沒有明確的記載，有之，則屬護衛其安全的部隊，人數均有

成百上千，此似乎與人數寡少且與君主為密友的「共命人」定義，不相吻合。有

些則類似「家臣」，此更與「共命人」風馬牛不相及。詳見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p. 2-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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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載，必須先考證其實施的時間屬於何時期。因為《新唐書．吐蕃傳》所載者，

常將前後不同時期的材料混同，造成讀者無法辨識其所記載事物包括文化習俗、

生活習慣的時間性109。倘若「共命人」習俗係於曩日倫贊（gNam ri slon mtshan，

松贊干布之父）時期實施，則曩日倫贊的共命人應為其所任命的前後任大論，如

窮波邦色蘇孜（Khyung po spung sad zu tse）、娘芒布杰尚囊（Myang mang po rje 

zhang snang）等，因為彼等是曩日倫贊最信任、最親近的部屬，方得受命為大論。

但曩日倫贊遭弒後，為何窮波邦色及娘尚囊二人未如共命人的習俗殉葬，仍活躍

於蕃廷。又如松贊干布若有共命人，其中定有最受信任、最受重用的祿東贊（mGar 

stong rtsan yul zung），為何松贊干布亡後，祿東贊並未殉葬？再者，古今中外的

豪傑在崛起過程中，結交志同道合者共創大業，似為全球性的通例，史不絕書。

白貴思氏將「comitatus」或「共命人」，作為「中央歐亞文化體系」（Central Eurasia 

Culture Complex）的共同現象，再依《新唐書．吐蕃傳》所載吐蕃君臣「共命」

現象，將吐蕃文化歸於「中央歐亞文化體系」，從而否定吐蕃王權理論與中土有

任何的關聯性。上述的論點未免失之輕率。 

  尤有進者，當吾人閱及《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紀年〉記載贊普牙帳

經常遷移，並未定居於一處時，很容易興起此係反映出游牧民族習性的念頭。但

筆者以為贊普王室等親眷，以及以服侍王室為主的內朝官等，加上王室的侍衛部

隊等，食指浩繁，供需孔急，長期停留於一處，定將造成當地無法負荷的重擔，

必須經常移徙110。因此吐蕃統治階層為游牧民族或游牧民族之後的看法，似乎

仍需好生斟酌一番。 

  另方面，《新唐書．吐蕃傳》記載「其贊普……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

以居，號大拂廬。……」的緣由，是因高原人性喜通風、涼爽的居處環境，是以

                                                 
109 林冠群，〈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 本 1 分，2009，頁 70-71。 
110 Michael L. Walter, Buddhism and Empire: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Early Tibet. Leiden. Boston. 2009.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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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皆立氈帳以居，冬天方移住屋內，李唐使者於夏天至蕃，目擊如是人文現象，

遂筆之於書。職是，青康藏高原上普遍的生態環境，為低窪河谷地區適農；其他

地區不是荒野就是草原，大部形成牧區。自有史以來，西藏高原就是農牧二元的

生產型態。但其中業農者也絕非純粹的農民，彼等以多角經營生產，避免將所有

資源都集中於一籃，部分家人業農，種青稞或其他作物，部分家人則驅趕牲畜行

山牧季移，部分家人則往來各村落或更遠的地方經商。草原地區的牧民則是隨著

季節，逐水草，行典型的游牧生活，除去耕種外，牧民也兼營商業貿易等。因此，

西藏任何一家族的興起，自然與其善於經營有關。在古代的農業經營效益，高於

牧業的情況下，云吐蕃的先祖是游牧民族，似乎有些盲目於吐蕃的生態環境，與

實際生產狀況。君不見於《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十〉，記

載吐蕃大論論欽陵與李唐大臣王孝杰尚書，二人辯論之言談中，論欽陵用了 14

種比喻，充分顯示出當代吐蕃人典型的生活型態。論欽陵曰： 

許多隻小鳥被一隻老鷹殘害，許多條小魚被一隻水獺捕食；雖然鹿有許多「角」，

但卻鬥不過一隻彎角的氂牛；一棵百年蒼松被一把大斧砍倒，一條江河被一隻小

船破渡；長在一塊平原上的青稞和大米，被一盤水磐粉碎；星辰被太陽照得黯然

失色；在山谷下點燃的一堆篝火可以燃燒山坡和山谷中所有的樹和草；一條河的

波浪可以運走在山澗和平原上砍倒的所有樹木；一塊石頭可以壓碎一個平原上全

部堅硬的土塊；一擔草比一塊廢鐵腐爛得還要快；一只盛滿水的砂鍋會具有撒入

其中的鹽的味道；許多草被一把鐮刀砍倒；一支細箭可以射死一頭大氂牛。111 

論欽陵的上述 14 種比喻之中，包括了農業、森林採伐以及狩獵，竟無隻字片語

提及家畜飼養和游牧有關的生活112。吐蕃人自稱 Bod pa，原因是「Bod」字，

在古代藏語中有「農業」之意，而吐蕃王室的根據地，又是最適宜、最富饒的農

                                                 
111 石泰安（R.A. Stein）著，耿昇譯、王堯校，《西藏的文明》（拉薩：西藏社

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頁 107、108。另請參閱王堯、陳

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贊普傳記第十〉（1980 年版），頁 157。 
112 石泰安著，耿昇譯、王堯校，《西藏的文明》，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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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地區，因而得以藉之統一西藏高原，而且 Bod pa 一直是與「vBrog pa」（牧民）

相對立，例如《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四〉，記載娘芒布杰

尚囊在宴會上回應窮波邦色蘇孜的歌詞云： 

na ning ni gzhe ning snga // pho mavi ni vbrong bkum pa / lho shing ni smyug mo 

rgyal // lcags kyis ni ma dral na // smyug gis ni re myi pugs // rgod kyis ni ma bsgron 

na / vbrong la ni re myi vi vdzen /113 

去年，前年，更早之年頭，殺了一隻公野牛，南方竹子是上品，但若不用鐵器作

包頭，竹子是不能射透者，若不用鷹羽來裝配，竹子不能射中野牛身…… 

上引文的南方竹子擊敗野牛，南方竹子就是影射產竹業農的雅礱，野牛就是指行

游牧的北方114。娘尚囊所吟之歌，就是影射業農的雅礱，征服了其他游牧或半

游牧的地區。 

  依上文所述，吾人可獲一認知，即吐蕃雖屬農牧兼營的經濟型態，但有重農

輕牧的傾向。這種現象就肇因於農業在提供生活資源上，要比牧業有效益得多，

而且西藏高原的天然草原，85%以上屬高寒草場，地勢高，牧草生長期只有二至

四個月，植株矮，產草量低，三十至四十畝才能放養一隻綿羊，載畜量低115，

而且自然災害又多，大大限制了高原游牧的經濟效益。因此，對吐蕃的經濟而言，

無疑農業要比牧業重要得多，因而農地就成為吐蕃最根本的經濟資源，而附著於

農地的農民，自然就成為吐蕃社會最重要的勞動力。 

  吾人若再由地理環境上研判，青康藏高原上的羌塘草原（Byang thang 西藏

北方高原）以及黃河河曲草原，都是屬於冬季苦寒、多獸害、多雪災的地區。據

陳師慶英的研究以為，在古人類沒有實現穀物種植和馴養牧犬和馬匹時，上述草

                                                 
113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l287. pl.565. 第 240-242 行。譯

文參酌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1980 年版），頁 136。 
114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1987. p. 
26. note.17. 
115 劉瑞主編，《中國人口（西藏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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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乃不適於古人類放牧羊群，因此應當是在拉薩河和尼洋河源頭以北的藏北草原

邊緣地帶，馴養成功大規模的羊群，並馴養猛犬和乘馬作為自己的助手以後，青

康藏高原方出現專門行游牧的部落116。如是看法與上述古文獻之記載參酌之

下，既符合科學推理，又與實際生態環境相吻合。是以，吐蕃核心區以農業生產

為中心的農業部落，出而征服半農半牧及純游牧部落，進而底定全部青康藏高

原。吐蕃中央為農業朝廷的型態，指揮游牧型態的地方與邊疆。此乃信而有徵。 

  不幸的是，李唐誤解吐蕃為游牧民族，則唐廷依游牧民族的習性研判吐蕃的

心性與動向，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由於研判根據錯誤，勿怪乎！李唐

自始至終摸不透吐蕃的意圖。 

  事實上，藏人稱農民為 Bod pa，稱牧民為 vBrog pa，居於二者之間的半農半

牧者稱之為 Sa ma vbrog，如此不同稱呼，表不同型態生產手段的居民彼此並不

類屬。在中原與北亞之間因農牧矛盾，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北亞游牧民族因物資

需求，每於秋季南下牧馬，中原為求自保，不但構築長城，以遲滯游牧民族的南

下，而且發展出一套和則互市和親，戰則奔襲長征的模式，所謂沿長城南北的紛

擾，成為影響中原發展的重大因素之一，也阻隔了中原與游牧地區的統合。但是

吐蕃則甚早就解決了農牧矛盾的問題。吐蕃農區極端缺鹽，而牧區則是缺少穀

物，於是自古以來，吐蕃牧民於秋天藏北高原鹽湖即將結冰之際，或春天藏北高

原鹽湖即將融冰之際，驅趕氂牛群或羊群前往藏北高原鹽湖採鹽，然後由畜群馱

回，待夏季馱往農區，與農民交換青稞，此即為青藏高原上的「鹽糧交換」，藉

此，青藏高原上的農、牧民形成相互依存的共生狀態，解決了農牧矛盾，促成了

農牧的統合，也發展出如前文所云之以農統牧的政權型態。 

三、青康藏高原上的政治文化 

  吐蕃所處之李唐西側的青康藏高原，在李唐以前，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統一且

強大的王朝，就連建國逾三百餘年的吐谷渾，也僅能叱吒於青海草原，從未踰越

                                                 
116 陳慶英主編，《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頁 28。 



40  
 

青海地區南下操控康、藏。其原因之一，吾人觀《後漢書．西羌傳》之記載，可

窺出端倪。其記載漢代羌人社會情況云： 

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

以力為雄。117 

上引文說明了在青海河湟一帶的羌人，並未形成一個整體，而是部落分立，聚散

無常，互相劫掠，互相攻伐，崇尚武力。上述寫照頗能反映青康藏高原上的普遍

人文現象。《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6〈贊普世系表〉記載： 

在各地的小王（rgyal pran），居住於各地的堡寨……在此之前，傳說古昔為分裂

的局面。往昔於各地有小王及其家臣，應世而生。眾人之王，廣域之主，王威猛，

臣賢能，以深沉謀略，一一加以兼併，收為屬民，最後鶻提悉補野之權勢無可匹

敵。118 

上引文描述了位於西藏高原的雅魯藏布江流域，在吐蕃悉補野氏（sPu rgyal）未

一統吐蕃全境以前，吐蕃也是處在小國林立的狀態，有類戰國群雄的模式。諸小

王（rgyal phran）係自古即已存在的地方勢力，各據一方，各有城寨，各有家臣

屬民，互不統屬，各行其是。小王之間彼此競爭，相互爭戰兼併。其他文獻如屬

於埋藏本古籍（gter ma、gter kha）的《大臣遺教》（Blon po bkavi thang yig）與

《大王遺教》（rGyal po bkavi thang yig），也提供了有關此方面的訊息，《大王遺

教》記載： 

phyogs bzhivi rgyal po phyogs nas dar bavi tshe ÷ de dus Bod khams mi la rje med 

pas ÷ ri phran brag mkhar kun la rdzong yang bcas ÷ gos dang kha zas btsan mkhar 

nor bu bcug ÷ rgol du mi thub dmag grangs nyung bavi dus ÷ rang la dbang med 

tshogs rgyab srab pavi dus…119 

                                                 
117 范曄，《後漢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百衲本，1981）第八十七卷〈西羌

傳〉。 
118 譯文參考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頁 173。 
119 gTer ston O rgyan gling pa, bKav thang sde lnga.《五部遺教》Paro. 1976.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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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四方的國王各從一方，向外擴張之時，當時，由於吐蕃尚無君主，因此在所有

的山嶺和陡峭山崖都建有堡寨，以便保存衣物、食物及財寶，當時無法抵擋外來

的侵略，軍隊的數目也少，當時並沒有統治者，就如同韁繩鬆脫於馬背…… 

接著《大王遺教》記載了諸小王國的名稱，顯現在雅礱悉補野氏稱王之前，吐蕃

小國林立的狀態。另《大臣遺教》亦記載吐蕃未統一前之狀況云：「dus de tsa na 

Bod la rgyal phran byed」120，意即：「在此時期於吐蕃小王並起。」屬於教法史

料的《賢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則描述云： 

其時有十二小邦，然而，最後則有四十小邦割據。……上述諸小邦喜爭戰格殺。

121 

上引諸文所描繪未一統以前吐蕃之情景，皆與《後漢書．西羌傳》所記載漢代羌

人社會情況，如出一轍。 

  時至近現代，依然如此。例如於青海阿尼瑪卿山至黃河河源一帶游牧的果洛

族（mGo log），「搶劫」為其習俗，又可分年劫（lo jag）、季劫（dbyar jag）、月

劫（zla jag），若有大規模的搶劫，會糾合大隊人馬，遴選剽悍人物做頭目，全

體立誓服從122。據邢海寧氏的研究以為，在《清實錄》中有關果洛的記載達百

餘條，其中記載多屬有關劫掠的內容，包括大肆劫掠行旅，盜劫馬匹，奔襲部落

等等123。又如青康藏高原東北緣及東緣的青海，與四川西北牧區之各部落間，

時至 20 世紀上半葉，仍相互劫掠牲畜，而導致衝突仇殺頻仍124。再加上青康藏

高原幅員遼闊，地形崎嶇，平原谷地少，大部分為高山、高原，交通不便。是以

                                                                                                                                            
rGyal po bkavi thang yig《國王遺教》f.28.b. 第 4-6 行。 
120 gTer ston O rgyan gling pa, bKav thang sde lnga.《五部遺教》Paro. 1976. part 5. 
Blon po bkavi thang yig《大臣遺教》f.10.b. 第 5 行。 
121 請參閱巴臥祖拉陳哇著、黃顥譯注，〈《賢者喜宴》摘譯〉，《西藏民族學院學

報》1980 年第 4 期，頁 31。 
122 邢海寧，《果洛藏族社會》（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 106。 
123 邢海寧，《果洛藏族社會》，頁 108-109。 
124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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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康藏高原各地容易形成強烈的地方色彩，具自我中心的排他性，且率多桀驁不

馴，爭強好勝。《通典》形容為「非其種類，輒不相服。」125法國著名藏學家石

泰安氏（R.A. Stein）在其名著《西藏的文明》中云： 

由於山谷的走向與條條山脈的重疊，同時也因緯度和海拔高度，所有這一切就使

西藏地區，產生了一系列在氣候上及地理環境上相差懸殊的小區域。這種現象並

不僅表現於自然界中，同時也表現於生活在那裡的人群的行為中。126 

上引石泰安氏之語，就是說明青康藏高原上各地區的歧異性，若再加上交通聯繫

上的不便，於是極易形成各地區各自為政、各行其事的分裂割據局面，進而形成

強烈的地域觀念。這種排他性強的地域觀念，以及我族是親的強烈意識，從古至

今，一直是青康藏高原人文現象的寫照。再加上青康藏高原的部落原實施部落血

親復仇制，部落與部落之間常因仇殺而引起相互報仇，致連年相互攻伐，戰亂不

止。直至吐蕃社會發展出一種藏文叫「stong」，所謂的「命價賠償制」，即部落

之間殺人後，殺人者按被殺者之身價多寡照價賠償，雙方得以解決紛爭不再復

仇，例如《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三〉記載： 

Zing po rje vi mngan dBavs bshos to re khru gu dang // gShen khri bzher vdron kong 

gnyis // vphren ba vi rdzing kar vtabs nas // gShen kyis dBavs bsad do // dBavs kyi 

pho bo phangs to re dbyi tshab kyis / Zing po rje la / nu bo gShen kyis bsad pa vi 

stong ji gnang zhes gsol nas //…127 

森波杰之財稅官員韋雪多日楚古與線墀熱准孔二人，於陳瓦湖岸邊決鬥，線氏將

韋氏殺了。韋氏之弟旁多熱義策向森波杰投訴云，吾兄遭線氏殺害的賠償

（stong），應如何取得……。 

上引文顯示韋氏遭線氏殺害之後，韋氏之弟並未依傳統方式尋仇，而是經由第三

者向兇手討取賠償（stong）。就是因為有了上述的命價賠償制，於是吐蕃各部落

                                                 
125 唐．杜佑，《通典》卷一九○、邊防六、西戎二、吐蕃。 
126 R.A. Stein, Tibetan Civilization. California. 1972. p. 22. 
127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l287. pl.562. 第 143-14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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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長年的紛爭糾葛，均賴以平息，此亦成為協助統合青康藏高原的得力條件之

一，從而預先為吐蕃統一霸業鋪下坦途。 

  崛起於西元 7 世紀初葉的吐蕃，不但打破青康藏高原素來部落、部族分立的

常態128，且混一青康藏高原，建立空前絕後的「大帝國」，於其周邊遍建殖民地。

對於上述吐蕃一反青康藏高原上的常態，表現在政治文化上，有下列現象： 

  其一：「好咒誓而多疑忌」129，此為成書於西元 11 世紀之《冊府元龜》，對

吐蕃民族性的描繪，頗得其實。按其文意，指蕃人之習性，因多疑忌而必須不斷

以咒誓，取得互信。此為唐人與吐蕃周旋二百餘年經驗之總結。因為吐蕃自太宗

貞觀八年（634），遣使入唐以後，一直是李唐西陲的大患。其向外擴張的行動，

以及強悍的武力，確於藏族史中所僅見。然而只有擴張政策和強悍武力，相信在

中古時期，似無法橫行於亞洲諸強之間。究其實，吐蕃以高明的政治手腕，配合

強大的武力，遂行其擴張政策，迫使李唐進退失據，喪失不少領土。例如玄宗開

元二年（714），吐蕃眾相坌達延上書李唐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今青海南），

玄宗命姚崇報書，遣解琬往會；吐蕃亦遣尚欽藏悉臘相盟。但在和盟之中，坌達

延卻率兵十萬寇臨洮（今甘肅臨潭縣西南），入攻蘭、渭130。另肅、代宗時期，

吐蕃亦曾一面遣使請和，一面又侵取李唐之國土。因此李唐在代宗朝以前的滿朝

文武，對吐蕃均懷有戒心，絕不輕易相信吐蕃，原因就在於吐蕃毫無信守盟約之

誠心。因此凡與吐蕃有所接觸者，或於同時代有所聞者，均對吐蕃之誠信，多所

懷疑，例如曾任唐玄宗朝宰相的張九齡，以朝廷名義敕書安西節度王斛斯云： 

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

若成，西鎮何有……然則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便，事儻不濟，

                                                 
128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頁 200-202。 
129 宋．王欽若、楊億，《冊府元龜》（台北：大化書局，景明崇禎十五年刻本，

1984）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風三。 
130 《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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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云無負。131 

白居易則更露骨地以為：「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約盟誓，則飾詐而不誠。」

132上引李唐大臣之言，似乎對吐蕃民族性在守信方面，有極為負面的批判。然

以之較於吐蕃當代所遺存文獻之記載，似未過分誣衊。 

  按吐蕃當代所遺存文獻《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四〉

記載了松贊干布之父、叔，與娘（Myang）、韋（dBavs）、農（sNong）、蔡邦（Tshes 

pong）等 4 氏族代表盟誓。誓詞如下： 

從今以後，堅決背棄森布杰（Zing po rje），堅決擁戴悉補野贊普！堅絕不背叛！

絕不有始無終！絕不違背誓約！絕不將外人當自己人！絕不三心二意！英勇征

戰，拚命犧牲！堅決服從倫贊贊普的一切命令！絕不接受任何誘騙！133 

《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五〉則鉅細靡遺地記載了松贊干

布與韋氏一族盟誓的原由、過程與完整的誓詞，堪稱為吐蕃君臣盟誓的典範。松

贊干布先發誓云： 

自今以後，爾等兄弟子侄，於悉補野贊普駕前，忠貞不二，不陽奉陰違，永遠永

遠，世世代代，都絕不對義策之子，無過而降罪，絕不聽信離間之言，縱使聽到

某些離間之言，也會讓其辯解申訴，絕不加以懲處。倘若義策之子孫後代任何一

人有意想不到的不忠者，除不忠者本人外，絕不株連未參與盟誓的其他人等，絕

不降罪，絕不像對豬一般，用武器來刺殺，也絕不像老鷹追趕小鳥一般。有任何

一無過失且有能力者，絕不拋棄，絕不貶抑。對義策之一子的封賜，絕不低於金

字告身，絕不無罪而沒收其奴戶、土地，忠心不二者絕嗣時，亦不沒收其奴戶、

土地。爾若不忠則不得參與盟誓，爾若將奴戶、土地更換或獻出，亦不得參與盟

                                                 
131 唐．張九齡，《曲江張先生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書刊本，1944）

卷十〈敕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132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四七，策林三，禦戎狄，〈徵歷代之策陳當今之宜〉。 
133 黃布凡、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0），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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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永遠永遠，世世代代，王室之子孫後代均遵照此誓辦理。134 

韋氏一族接著盟誓云： 

對於贊普悉補野墀松贊父子及其後裔，絕不變心，永永遠遠，無論贊普怎麼做，

子孫後代絕不變心。絕不另找他人做主人，絕不與其他想不忠的人聯合，絕不在

食物中下毒，絕不對贊普墀松贊花言巧語。若我兄、母、弟及子孫之中有人不忠

之時，也絕不隱瞞不忠之事，絕不與不忠的兄弟手足為伍。若聽聞有人對贊普不

忠時，絕不隱瞞。對任何無過失之人，絕不挑撥離間。若被任官，對所有民庶，

永持公正之心，對贊普所下之任何詔命，絕對予以執行，如是誓言。135 

吾人分析上引三則誓詞，可以發現吐蕃各利害人之間，必須再三地表白內心，一

再強調自己的忠誠可靠，試圖博取對方的信任。從反面上解讀，因疑心對方可能

不守信義，對方對自己也無法放心，是以彼此就必須一而再地重複「永遠永遠，

世世代代」、「絕不變心」、「堅絕不背叛」、「絕不違背誓約」等用詞，甚至自己發

誓還不夠，還必須聲明「子孫後代絕不變心」。這似乎反映了吐蕃官場上的氛圍，

以不斷地發誓，試圖加深彼此的信任與安全感。所謂「發乎中，形於外」，吐蕃

國內既瀰漫著爾虞我詐的習氣，與國外交往自然也就呈現了相同的習性。吾人觀

吐蕃於唐玄宗開元年間，反覆地要求盟誓，分別於開元四年（716）請和136，又

於開元六年（718）奉表請和，要求舅甥親署誓文，並令彼此宰相皆書名其上137。

至開元七年（719），吐蕃復遣使請玄宗親署誓文，玄宗不許，曰： 

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138 

誠一語道盡吐蕃多疑忌又不守信約的族性。 

  其二：諂鬼敬神、階級嚴明：由於青康藏高原的自然環境特殊，包括氣候變

                                                 
134 譯文參考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頁 164-165。 
135 譯文參考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頁 165。 
136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八月辛未條。 
137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唐玄宗開元六年（718）冬，十一月戊辰條。 
138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唐玄宗開元七年（719）六月戊辰條。 



46  
 

化莫測，自然災害頻仍等，使得高原上的居民，對於大自然的無常，顯得既渺小

又無知，畏怖、驚駭與恐懼之情緒，油然而生。此種為大自然威力所震懾的情緒，

勢必要有所出口，否則惶惶終日，無以為生。為試圖解釋神祕的自然現象，藉以

撫慰無助的心靈，尋求內心的安寧，並冀求免除來自不可知世界的威脅與侵害，

從而尋求宗教的慰藉，並完全寄託於宗教。在如是情況下，青康藏高原的居民對

宗教的狂熱程度，常超出吾人所能想像。 

  對於青康藏高原居民的信仰狀態，中原史官也略有耳聞，在其筆下有如是之

描繪：《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多事羱羝之神，人信覡」139；《新唐書．吐蕃

傳》記載：「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為大神」140；《冊府元龜》記載：「好咒誓

而多疑忌，敬信釋氏、諂鬼神。」141上引皆為蕃人崇奉鬼神的寫照。既然吐蕃

全民崇奉鬼神，且甚具狂熱的宗教節操，此勢必為高原上有心人所利用。 

  吐蕃是為一階級嚴明的社會，吾人可粗分之為兩大階層，一為無出身地望，

無姓氏名銜的平民百姓，《敦煌古藏文卷子》稱之為「vBangs mgo nag po」142，

或「mGo nag」143，吐蕃碑銘則簡稱之為「mGo nag po」144，其字面意義就是

漢文的「黔首」，意義則完全相同，是為一般老百姓。另一階層，為講究出身地

望，賦有姓氏名銜的貴族。如前文所云，吐蕃人認為贊普王室為天神之後下凡統

治人世，或天神之化身，《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6〈吐蕃贊普世系表〉記載： 

gnam lhab kyi bla na yab bla bdag drug bzhugs pavi sras / gcen gsum gcung gsum na / 

khrivi bdun tshigs dang bdun // khrivi bdun tshigs kyi sras / lde nyag khri btsan po / sa 

dog la yul yab kyi rje dog yab kyi char du gshegs nas / lha sras myi yul gyi rgyal 

                                                 
139 《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 
140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傳上〉。 
141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風三。 
142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I.O.750. pl.591. 第 255 行。 
143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l6. pl.13. 34b. 第 1 行。 
144 〈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左面碑銘第 14 行。詳見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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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zad cing bzhugs pa las…145 

降世天神之上，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連同墀頓祉共七位，墀頓祉之子即岱

聶墀贊普來作大地之王，降臨大地，天神之子作人間之王……。 

上引文表達了贊普為天神之子，降世統治人間的觀念。另外在《敦煌古藏文卷子》

P.T.l6，記載西元 823 年的一篇願文中，也提及這種觀念：「大蕃聖神贊普自天而

降，入主人間，成為黔首的君主」（Bod chen po vphrul kyi lha btsan po sku la byind 

chags / thugs la vphrul mngav bavi zha snga nas // vgring mgo nag gi rjer myi rjer lha 

las gshegste）146。P.T.1286〈吐蕃贊普世系表〉所載吐蕃第一位贊普岱聶墀贊普，

依西藏傳統的說法，就是由聖山降臨入世147。也就是說，上天與人間的溝通媒

介物，就是聖山。所有氏族的起源神話，也都指出其氏族先祖為天上神祇，經由

其領域內的聖山下凡，降臨人世。是以所有地方勢力的氏族領域內都有自屬的聖

山，此聖山與氏族譜系的創立，有極為密切的關係148，例如於西元 13 世紀建立

薩迦政權的昆氏（vKhon、mKhon）家族，聲稱其先祖曾擔任過墀松德贊時期的

內臣（nang blon）一職，也曾成為吐蕃首次出家的「七試者」（Sad mi mi bdun）

之一。mKhon 氏族譜載稱其祖先為出自天神三兄弟之一，與 rMu（穆族）女子

成婚而繁衍成 mKhon 氏族149。又如於西元 14 世紀建立帕摩竹政權的 rLangs（朗

                                                 
145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l286. pl.555. 第 42-44 行。譯文

參酌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贊普世系表〉（1980 年版），

頁 162。 
146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l6. pl.13, 34a. 第 4 行-34b 第 1
行。 
147 詳見索南堅贊著、劉立千譯注，《西藏王統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頁 33。另見五世達賴喇嘛著、劉立千譯注，《西藏王臣記》（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頁 9。 
148 R.A. Stein, Tibetan Civilization, pp. 202-208。 
149 C.W. Cassinelli and Robert B. Ekvall, A Tibetan Principality. New York. l969. pp. 
7-9. 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薩迦世系史》（拉薩：西藏

人民出版社，1989），頁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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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家族，亦聲稱其為天神之後150。亦即吐蕃包括贊普王室的整個氏族群，均

聲稱為天神之後裔，下凡來統治人間151。 

  吐蕃諸氏族為早於吐蕃王朝建立前即已存在的地方勢力，彼等利用前文所述

神化的祖先傳承，與一般百姓區隔，藉以獲取所掌控地域統治權的正當性。吐蕃

王朝建立以後，由這批自稱為神之後裔的氏族，透過向王室表達效忠的盟誓，重

新獲得土地，氏族成員被任命為王朝官員，從而由神之後裔共同形成一個牢固封

閉的統治階層。 

  上述即為後代西藏「神王統治」傳統政治思想的濫觴152。「神王統治」思想

就是指稱西藏歷代所有統治者，所有掌權的大人物，均為神佛化身下凡統治人

間。因此，只要是貴族或能位登高層者，就是天神的後裔或神佛化身，就能獲得

百姓的服從與膜拜。此為西藏自唐代以來即已存在，且十分普遍的文化傳統。 

  為了解決上文所提及人與人彼此互不信任的問題，同時運用青康藏高原住民

的崇神奉鬼習性，以確保上下尊卑之秩序，吐蕃社會發展出必須透過對鬼神的發

誓，以爭取對方的信任，此在《冊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有極為貼切的記載：

「好咒誓而多疑忌，敬信釋氏、諂鬼神。」153《舊唐書．吐蕃傳》也記載曰： 

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獼猴，先折其足而殺之，繼裂其腸而屠之，令巫者

告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變遷，懷奸反覆，神明鑑之，同於羊狗。」

三年一大盟，夜於蕇墠之上與眾陳設肴饌，殺犬馬牛驢以為牲，咒曰：「爾等咸

須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祇，共知爾志。有負此盟，使爾身體屠裂，同

                                                 
150 大司徒、絳求堅贊著，贊拉阿旺、佘萬治譯，陳慶英校，《朗氏家族史》（拉

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 6-20。在《朗氏家族史》中，朗氏自稱為天神

種姓。另請參閱郭和卿譯，《西藏王臣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頁 115-118。 
151 王忠，《松贊干布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 69、71。 
152 胡進杉，《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原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

所未刊碩士論文，頁 76-79。 
153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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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牲。」154 

上引文指出了盟誓的儀式及類似精神鎮壓的誓詞。類此盟誓的方式，解決了吐蕃

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問題，如是提供了糾集與組合人群的方法，也增進了政治

統合的機會。此亦為唐代吐蕃極為普遍的政治文化之一。 

  其三：王權與相權的分離：吐蕃贊普既對外宣稱為天神之子下凡，並以此獲

得吐蕃眾家貴族的承認與擁戴，取得全蕃的最高統治權，並以此主張獲得最高統

治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是故位於雅礱（Yar lung）的悉補野氏（sPu rgyal）一

代萬世，永為吐蕃最高統治者，無容他姓瓜代。贊普的形象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是為天神之子降臨人間，於人間促使天人和諧，萬物滋長，與中原典籍所載「天

命論」的意義，極為神似。按《尚書．召誥》記載曰：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玆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唯休，亦無疆惟恤。155 

對中華世界秩序原理頗有研究的張啟雄氏156，就上引文提出解釋與引申以為：

將上引文連貫言之，就是由「天上－天下－天命－天子－天朝－子民」等六個連

續概念所組成。古人相信「天上」統治「天下」，但因上天高遠莫測，無影無形，

「天帝」乃派遣其「元子」＝「長子」＝「天之子」＝「天子」降臨「天下」，

依照「天命」，開創王朝＝「天朝」，代替上天，統治「王臣」與「王土」。因「天

下」無邊無際，故「王土」無窮，「王臣」無盡。又「天上」監臨「天下」，探求

「民瘼」，以定天命之歸趨，「天下」之所屬。「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就是「天

命」變革，而這種受到「上天」之「任命」，代理「天上」統治「天下」的「天

命」政治信仰，就是「天命論」。扼要言之，得天命者，得天下。於是，「天命論」

                                                 
154 《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 
155 王弼，《十三經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卷十五、召誥第十四。 
156 張啟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7]），1995）、《全蒙統一運動

──喀爾喀獨立的另類觀點》（台北：蒙藏委員會，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110，2001）、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の起源──先秦古典の文化的価値〉，《中国―社会と文化》

第 24 號（2009 年 7 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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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形成「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中，「天子」統治「天下」的理論基礎157。也是當

權者聲稱其權力來源的理論依據，並依此說服世人，而取得統治權。 

  比較上述藏漢文獻所載，吾人有如下感想：即藏漢古代的統治者，對權力來

源的訴求與理論依據，基本上相同，均為上天遣其後代，代替上天，依照天命，

統治王臣與王土。只是藏與漢仍有些許細節的不同，例如漢之「天上」為一概括

性的理念，而藏則有具體的神名；漢為天帝遣其長子降臨天下，藏則天神遣其幼

孫；餘均神似。吾人檢視《敦煌古藏文卷子》所記載，吐蕃諸氏族在尋求明主時，

先確定明主係「天神之後」，此意味著「天神之後」獲有「天命」，能代為解除「民

瘼」，此「民瘼」就是諸氏族在原有統治之下，所遭遇不公平的對待，需獲有天

命者代為解決。因此支持「天帝」所遣之幼孫為共主，稱之為「天子」（Lha sras）。

由於吐蕃贊普身為「天子」的理念，如同天命論所述，是所謂「天下」的統治者，

王土無窮，王臣無盡，為達成此理念，於是從松贊干布（?-649）至墀祖德贊

（815-836?）初期，吐蕃諸朝贊普均持對外擴張政策，向西藏高原四方擴張。於

此，對於唐代吐蕃積極對外擴張的動力，與其背後之指導思想，就非常清楚，除

去經濟上的需求、生活空間的拓展以外，意識型態與理念的支撐，也是極為重要

的因素。 

  由上述得知，吐蕃受中原「天命論」與「天下觀」等思想的影響，也以「天

下觀」看當時的亞洲，吐蕃贊普以「天子」自居，建立「天朝」，也就是吐蕃王

朝，贊普尊號為 vPhrul gyi lha btsan po（聖神贊普），又稱 Lha sras，就是具體表

達「天子」的理念。 

  另方面，按古代藏人的觀念，認為萬物皆有靈，整個人間充滿神祇與害人的

惡魔。例如山有山神，湖有湖神，石頭有岩魔等；而害人的惡魔如 Sri（魔鬼）、

專害小孩生病的 Chung gi sri（小鬼、夭折鬼）、使人生病的 Klu（龍神）、主掌自

                                                 
157 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吳志攀等編，《東亞的價值》（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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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災害的 gNyan（年神）、使人四肢瘦小以至乾枯而死的 Sa bdag（地神）、致水

腫的惡魔 rMu（穆神）及 bTsan（贊精）等魔神158；另死人的靈魂（vDre），亦

是世人平安度日的障礙與威脅生命的魔障159。由上述惡魔（bGegs），古代藏人

創造出一個專門害人、找人麻煩的魔鬼世界160。因此專司念誦密咒以祈福消災，

並以殺牲獻祭儀式與惡靈和解溝通的本波（Bon po），很容易地就與古代藏人的

生活結合在一起，彼等之觀念與做法，就成為古代藏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161。

按照傳統的說法，第一代吐蕃贊普原本就是由本波所支持擁護產生者，《賢者喜

宴》記載首先目睹第一代贊普自天而降的 12 人當中，至少有 5 位是本教徒162。

而吐蕃王室以天神下凡統治人世的思想，牢繫於本教教義之中，受到貴族的支持

而取得政權，另方面，貴族亦以自身為天神後裔自居，與王室共同組成吐蕃的統

治階層，附麗於本教教義，宣揚於民間，深植人心。上述所呈現者就是古今政與

教，互利互惠的標準模式。 

  然而，由於本教教義中，雖以贊普為居中天神之後裔，貴族則是環侍其周的

天神後裔，但贊普與貴族同為天神之裔，二者仍居於平等地位，代表贊普的天神，

只不過是天神眾家兄弟中排行老大，並無絕對性的權威。是以在吐蕃未建立王朝

                                                 
158 Erik Haarh, The Yar-lung Dynasty. Kopenhagen. 1969. p. 112. 另見王忠，《松贊

干布傳》，頁 12。 
159 Erik Haarh, op. cit. p. 112.  
160 Erik Haarh, op. cit. p. 112. Helmut Hoffman, The Religions of Tibet. New York. 
1961. pp. 17-19.  
161 光島督，《0?0 饃苤 B0?0 瑄苭 v 料 0k0?0  R 蕃 0n 研究》（東京：成文堂，

1985），頁 71。 
162 《賢者喜宴》所載之 12 人名諱如下：有嚴謹的洛（Lho）及聶（gNyags），

公正的瓊（Khyung）及努布（sNubs），友善的賽（Se）及波底父民六族（sPo ste 
yab vbangs rus drug），尚有拉布拉塞（Lha bu lha sras）、賽本（Se bon）、瑪本（rMa 
bon）、久拉本（Cog la bon）、香雄本（Zhang zhung bon）、蔡米本（Tshe mi bon）

等 12 智者。詳見巴臥祖拉陳哇著、黃顥譯注，〈《賢者喜宴》摘譯〉，《西藏民族

學院學報》1980 年第 4 期，頁 32。另見黃明信，《吐蕃佛教》（北京：中國藏學

出版社，2010），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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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贊普的政治地位被西方學者形容為「同輩中第一或同事中資格最老」（a 

primus inter pares）163。在此情況下，對於王室與眾家貴族如何分享政權，成為

吐蕃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 

  贊普代表神權，本身必須負擔在人世間之天神總代表的角色與職責，那就是

在本教薩滿頭的襄助下，進行各式各樣的祭典儀式，一則強化其所代表的神聖象

徵；另則向民間展示其神跡，以鞏固整個統治階層的統治權，並象徵著吐蕃國家

主權所在與統一；三則安天下之心，表世間正常運作，風和日麗，萬物萬事皆得

以協和，且平順安適，例如《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6〈吐蕃贊普世系表〉在

述及吐蕃王室始祖由天界下凡時曾云： 

Khri vi bdun tshigs kyi sras // Lde nyag khri btsan po /sa dog la yul yab kyi rje dog 

yab kyi char du gshegs nas // lha sras myi yul gyi rgyal mdzad cing bzhugs pa 

las…164 

墀宜頓祉之子德聶墀贊普，作為澤被大地的人主，滋潤土地的甘霖，降臨大地。

165 

在上引文之表述當中，表達了贊普以天神降臨人間，使天人和諧，萬物滋長的象

徵意義之概念。由於上述角色的扮演，與職責的繁重，贊普對於俗世的瑣事，諸

如管理百姓、徵稅、維持社會秩序、征戰等等，均由贊普王室委任其所信任的貴

族代為處理。凡此，中原史官亦獲有類似資訊，而有如下的記載：例如《通典》

記載吐蕃：「置大論以統理國事」166；《冊府元龜》描述吐蕃政事的推動云：「事

                                                 
163 詳見 G. Tucci, “The Secret Characters of the kings of Ancient Tibet”, East and 
West, VI, Roma. 1955. pp. 197-199. H. Hoffmann, Tibet: A handbook. Bloomington. 
1975. p. 22. R.A. Stein, Tibetan Civilization. California. 1972. p. 132。 
164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T.1286. pl.555. 第 43-44 行。 
165 譯文見黃布凡、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0），頁 136。 
166 唐．杜佑，《通典》卷一九○、邊防六、西戎二、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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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大小，必出於宰相便宜從事。」167職是，吾人可云吐蕃贊普王室所代表的王

權，與實際統理國事的大論所代表之相權，早於吐蕃建立王朝政體以前，就已區

分得非常清楚。 

  換言之，吐蕃甚早就具有王室與政府有別的觀念。即贊普王室並非實際執掌

治權者，贊普雖是吐蕃唯一的領袖，是為國家的元首，象徵吐蕃國家之統一，但

實際政權的運作，並不在於贊普王室，而在於執掌相權的大論。是以實際治理國

事者為大論，贊普雖位於政權金字塔的最頂端，但大論才是吐蕃行使治權的推動

者，負政治上一切實際責任，所以贊普寶座由悉補野氏（sPu rgyal）世襲，而大

論則經由贊普欽命貴族出任，任期不定。這就是王權與相權之劃分，為吐蕃政制

相當特出的地方，與中原自秦漢以來皇室與政府分開的原則理念完全相彷彿168。 

第三節 吐蕃國家型態 

  吐蕃國家型態究屬游牧式的「行國」類型，抑或屬農業朝廷的類型，在有關

的文獻與研究成果上，均未敘明，本節擬由上述兩種類型的特徵，嘗試歸納吐蕃

的國家型態。 

一、游牧式政權的特徵 

  游牧地區所興起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者殆為匈奴與突厥。按著

名人類學者謝劍氏之研究，匈奴政制係以血緣因素與地緣因素相互凝結，地緣性

的部落人民以同種分類，目的使部落內成員為種屬相同的氏族；而匈奴統治氏族

攣鞮氏，則與此類氏族中的豪強者通婚，並留其族長於汗庭內，畀以「輔政」職

之策略，坐收覊糜之效；此外，單于復分封近親子弟監領其地，以鞏固統治169。

                                                 
167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風三。 
168 皇室與政府分開的情形，吐蕃與中原仍有差異之處。中原之皇室設置有宮內

官員，政府則有政府的官員，各有職司。而吐蕃的內臣（nang blon），早期跨職

服侍內廷與政府的行政，職掌較為籠統，但在中晚期以後像給事中、戚奔、岸奔

等職官已自內臣分出，內臣（nang blon）成為專職的政府行政官員。 
169 謝劍，〈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 41 本第 2
分，1970，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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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于所封近親子弟中以號為「四角」者，地位最為崇隆，包括：左賢王、左谷蠡

王、右賢王、右谷蠡王等170，其餘有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等計

有 24 長171。24 長是匈奴主要地區的守土之官，除向單于納稅、服勞役，以及

受軍事上的調遣外，其餘內政自理，在地方上有著巨大的自治權。各長於庭中如

匈奴單于庭般，分置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等官，如同單于庭所設骨都

侯、大當戶、大且渠等近臣，以為貼身襄助者。單于則由與單于氏族有聯姻關係

的呼衍、須 0  B 蘭氏等異姓「輔政」，「輔政」的內容，據《後漢書．南匈奴

傳》所載主要為「主斷獄聽訟」172，其他政務諸如祭祀、外交、軍事等，皆須

事必躬親，下達決定與命令。吾人稱上述游牧政權的形式為地方分權式的封建體

制。 

  至西元 6 世紀以後的突厥，也繼承了匈奴政制的特徵，突厥「可汗」常不僅

一位，治於領土中央的一位稱為「大可汗」，為突厥國家元首。其他諸可汗均為

「小可汗」，「小可汗」受「大可汗」之徵發、徵兵，在「大可汗」之統治下，收

奪諸面部落。「小可汗」均屬突厥統治氏族阿史那氏成員，於突厥勃興期就往各

區經略，以後就地駐屯成為當地的「可汗」，統治當地，向當地諸族徵稅，行使

統治權，而與「大可汗」共同「分割統治」突厥領內的諸族。「小可汗」在其封

建領內，就是唯一最高主權者，因此，「大可汗」在名義上，是包括其直轄領土，

及居於蒙古高原各地諸可汗的唯一最高主權者，但「大可汗」常受各地「小可汗」

的掣肘與挑戰。是以，所謂的「大可汗」、「小可汗」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大」、

「小」僅屬形式上的形容，無實質上的區別173。上述就是游牧國家所特具「分

權封建」的形式。 

                                                 
170 謝劍，〈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頁 237。另見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頁 28。 
171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 
172 范曄，《後漢書》第八十九卷〈南匈奴傳〉。 
173 林恩顯，《突厥研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57-58。 



55  
 

  由於游牧社會的特色，與農業社會截然不同，所謂「一動一靜」，「一靜」指

的是農業生產，主要為種地，固著於特定的適農之土地，一年四季均在同一塊土

地，或同一範疇的土地上直接生產的緣故，因此農業社會離不開土地，而存在著

土地私有且「安土重遷」的觀念與做法。「一動」則指游牧社會，在大面積的草

原上，驅趕著牲口，尋找水草，並按照季節的變化移動牲口，目的在養活並擴大

其畜群，藉著畜群所生產的乳、毛、肉等過活，因此，牧民所豢養的畜群，成為

游牧民族生命之所依，土地則是繁殖家畜所用，在人與土地之間，牲畜成了中介

者，是以游牧民族並無土地私有的概念，而是在「動」的基礎上，謀求生存174。

《史記．烏孫傳》稱游牧國家為「行國」或「馬上行國」175。著名蒙古史大家

札奇斯欽氏以為「行國」的形成，有時就像驟然而起的草原風暴，迅即興起；有

時也會如沙漠暴風般瞬間消失176。這是由於草原上一個孤單的氏族或部族，無

法單獨進行大規模的圍獵、維持或尋求更好的牧場、進行長程的貿易，以及進行

保衛性或攻擊性的戰爭，因此不得不組成氏族或部族聯合，以求自保與發展177。

由氏族、部族聯合再蛻變為國家的過程，均需一位雄強果決且具魅力的領袖。因

為唯有一位兼具聰明的斷事人、勇敢的戰士、偉大的組織者、敏銳明快的行政能

力之傑出領袖，方能在游牧鬆散的結構體下，在艱困的草原環境下，將鬆散的氏

族、部族聯合體聚合起來，形成游牧國家178。反之，游牧國家若無強者領導，

也可在瞬間崩潰，這是游牧政權的另一特徵。為能服眾，為國家安定與發展，游

牧國家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傑出領導人，為能找到如是人選，就必須在繼大統的統

治氏族之中，透過選舉，找出公認的最強悍傑出之領袖，以符合游牧社會「強者

                                                 
174 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台

北：正中書局，1972），頁 2-3。 
175 《史記》卷一二三〈烏孫傳〉。另見札奇斯欽，《蒙古社會與文化》（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241。 
176 札奇斯欽，《蒙古社會與文化》，頁 241。 
177 札奇斯欽，《蒙古社會與文化》，頁 242。 
178 札奇斯欽，《蒙古社會與文化》，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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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王」之鐵則。 

  游牧政權除了上述特徵之外，其所設職官，與中原農業朝廷所設職官相較，

分工並不十分嚴格179，是為其另一重要特徵。這是由於游牧政權係建築於分散

的游牧經濟的基礎之上，而且因「以戰爭為生業」，不論大小官員（包括大小可

汗本人），均統領軍隊、親臨戰陣180，因此政治組織比較簡單且鬆散181。所設

置的官職既沒有明確的職掌，也沒有一套完整的職官系統，亦即缺乏官僚體系。

其中輔佐統治者的相職，既無明確的官稱，亦無限定某職即為宰相。例如匈奴職

官中有所謂「相封」、「相」、「相國」之職稱182，但排名並不在眾僚之前，在匈

奴中央亦無此官銜，其職掌亦不明確。又如突厥餘部毗伽可汗（Bilge kaghan）

最得力的輔佐大臣暾欲谷（Tonyukuk），其如《舊唐書．突厥傳》所載： 

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716）即位，……乃召默啜時衙官暾欲谷為謀主。183 

  又如突厥碑刻《暾欲谷碑》所載，暾欲谷於突厥餘部可汗庭所扮演的角色，

甚具內地宰相的色彩。暾欲谷之名，究屬官稱或人名？據羅新氏的研究，以為是

一長串官號中的一個部分。在《暾欲谷碑》第一碑的西面碑銘第 6 行，記錄了其

全部名號為 Bilge Tonyukuk Boyla Baγa Tarkan（毗伽暾欲谷裴羅莫賀達干）184，

亦即，從其長串官號上看，也從未顯示其為宰輔的官職職稱。換言之，在游牧民

族的政治制度之中，似無常設宰相之職，亦無宰輔特定的職官職稱185。 

                                                 
179 林幹，〈突厥社會制度初探〉，林幹主編，《突厥與迴紇歷史論文選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7），頁 230。 
180 林幹，《突厥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頁 55。 
181 林幹，《突厥史》，頁 47。 
182 詳見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以及班固《漢書．匈

奴傳》。 
183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 
184 詳見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214-216。 
185 《舊唐書．迴紇傳》及《資治通鑑》卷二三三、唐德宗貞元六年（790）三

月及夏四月等條之中，分別記載迴紇設有大相、次相之官職。此在歷代北荒游牧

政權中，較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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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吐蕃國家型態的特徵 

  有關吐蕃國家究竟屬於何種型態？有何特徵？與吐蕃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

李唐，對其有如下的記載，《通典》載云： 

設官父死子代，絕嗣即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服，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

瑟，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十，褐上裝之，安

膊前，以辨貴賤……置大論以統理國事。186 

上引《通典》所載，言明吐蕃官職為父子世襲制，並設計有五等章飾，以分辨官

員地位之高下，如是描述，似乎說明了吐蕃具有一套近乎完整的官僚體制，而且

此官僚體系是在大論的指揮之下，大論就是宰相。唯一較特殊者為官職世襲，有

關此點仍需於文後再加說明。《舊唐書．吐蕃傳》記載： 

其國人號其王為贊普，相為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雖有官，不常厥職，臨

時統領……。187 

《舊唐書》的說法與《通典》甚有出入，除了指出吐蕃設有二位宰相以外，還說

明了吐蕃不具有官僚系統，雖然設有職官，但擔任官職都是臨時派遣，所謂有官

職，但並未經常派任之，而任其空缺，待有事時，再臨時徵召。《舊唐書》上述

的記載，似乎說明了吐蕃並不具有官僚體系，與《通典》的記載有如南轅北轍，

相互矛盾。 

  《新唐書．吐蕃傳》則載： 

其官有大相曰論茞，副相曰論茞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

編掣逋；又有內大相曰囊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囊論覓零逋，小相曰囊論

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波覓零逋，小整事曰喻

                                                 
186 唐．杜佑，《通典》（台北：新興書局，1963）卷一九○、邊防六、西戎二、

吐蕃。 
187 後晉．劉昫，《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點校本，1979）卷一九六上〈吐蕃

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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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188 

姑不論上引有關吐蕃官僚體系的陳述，是否完全正確189，但《新唐書》確實將

吐蕃的官僚，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而有三大類別的呈現：分別為宰相類、內相

類及整事大相類等。由此，吾人似可確定吐蕃確實存有一完整的官僚體系，各類

官員均有較為明確的職掌。《新唐書》的記載，似乎推翻了《舊唐書》對吐蕃職

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的說法。 

  但筆者以為上述諸漢史料的記載都沒有錯誤，有錯則在於沒有將每條資料的

陳述，像編年體史書般，說明其所描繪情況的時間點。而是將前後時期不同的狀

況，全都有如置於醬缸之中，不分清紅皂白地全然堆放一起所造成者，所以必須

加以說明。按《舊唐書》所載的情況，係指吐蕃早期設立官職的情形，就如同《舊

唐書》也記載吐蕃「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一般，指的是吐蕃早期，大約是松

贊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 ?-649）首度於唐太宗貞觀八年（634）派遣使節首

通李唐，按當時唐人的反應，由《通典》記載吐蕃「不知有國之所由」190；《舊

唐書．吐蕃傳》載謂吐蕃之「種落莫知所出」191以及《舊唐書．吐蕃傳》載曰

吐蕃「未始與中國通」192的情況下，吾人研判李唐對於首度接觸的吐蕃，仍處

於懵懂無知的狀態，遂派遣行人馮德遐隨首通蕃使往蕃報騁，李唐也因此首度派

了使者往蕃，開始獲得吐蕃的相關資訊，而獲得了吐蕃無文字的訊息，否則唐人

的記載不可能「無中生有」。因此吐蕃文字的創製與使用，似應於西元 634 年至

649 年之間的情事，並非指吐蕃一直處於無文字的狀態。準上，吾人可將上述所

                                                 
188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點校本，1979）卷二百一

十六上〈吐蕃傳上〉。 
189 筆者以為《新唐書．吐蕃傳》所載有關「尚論掣逋突瞿」的說明，錯誤甚多，

詳見林冠群，〈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 本 1 分，2009，頁 44-71。 
190 唐．杜佑，《通典》卷一九○、邊防六、西戎二、吐蕃。 
191 《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 
192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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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三史料之記載，按時間排序說明如下：吐蕃早期尚未建立完備的職官體系，係

以父子世襲官職，且官職有時是臨時派遣的方式，此應屬部落聯盟時期官職系統

仍未成熟的寫照。至松贊干布起而建立吐蕃王朝以後，陸續推出各種制度，包括：

「吐蕃之最高欽定大法，大臣品位順序，大小官員的權勢」193等，逐漸以《通

典》所載的方式，也就是藏文史籍《賢者喜宴》所載之「yig tshangs」（位階制度）

之方法194，用以分辨官員官階的大小，藉以建立官場倫理。 

  另所謂釐訂「大小官員的權勢」，此在《賢者喜宴》有進一步的解釋，其云： 

貢論行事猶如丈夫，以威力決斷外務；內臣如同賢婦處理內政；整事大臣，對於

賢者，彼雖係仇敵之子，如其賢善亦當獎賞；如係惡者，即使是本人之子仍當繩

之以法。195 

上引《賢者喜宴》所載之三類官稱職掌，概分為外、內及司法等三類。「外」者

應係外朝事務，率指吐蕃的行政；「內」者應為內朝事務，似指贊普王室內部的

事務；整事大臣的職掌則為司法。此類同於《新唐書．吐蕃傳》對吐蕃職官區分

為宰相類、內相類及整事大相類等。由上述三類官僚群看來，當時吐蕃的官僚體

制已逐步成形。換言之，吐蕃於松贊干布朝以後，已具有完整且成熟的官僚體系。

若再加上上引三史料同聲指出，吐蕃設有統理國事的大論，如是，吐蕃官僚群由

大論領導，共同組成一完整的官僚體系，乃信而有徵。就此而言，吾人有另一證

據，由〈唐蕃長慶會盟碑〉碑銘所列參與會盟的吐蕃官稱可以看出，於西元 9

世紀時期之吐蕃職官的特色。該碑銘除載有宰相群外，另記載了囊論（nang 

blon）、紕論伽羅篤波（phyi blon bkav la gtogs pa）、悉南紕波（snam phyi pa）、

                                                 
193 詳見《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八〉所載。請參酌王堯、

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頁 169；以及黃布凡、馬德，《敦

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0），頁 244。 
194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f.21.a. 第 5 行。 
195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f.21.b. 第 3-4 行。譯文請參見巴臥祖拉

陳哇著、黃顥譯注，〈賢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摘譯（三）〉，《西藏民族

學院學報》1981 年 2 期，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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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奔榼蘇戶屬劫羅（mngan pon khab so vo chog gi bla）、給事中（bkav phrin blon）、

資悉波折逋（rtsis pa chen po）、紕論（phyi blon）、刑部尚書（zhal ce pa chen po zhal 

ce vo chog gi bla）等官名196。上述官稱之意涵及職掌，說明如下： 

  1. 囊論（nang blon）：就字面言為「內臣」之意。其職掌據《賢者喜宴》記

載為：贊普御前承侍及執掌全部內部事務197。同書又載云：猶如賢明的主婦操

持家務198。上引《賢者喜宴》的記載，說明了此官有類漢代的「內朝官」。吐蕃

早期官制仍在混沌情況下，分工並不明確，囊論除主司內朝事務外，仍兼有「外

朝官」的功能，不但於贊普身邊任職，負責贊普之祕書、傳詔承旨、供應王室日

常生活等工作，還負有國家財稅度支及執行中央行政事務等任務。至吐蕃王朝成

立，吐蕃職官分工朝向明朗化，囊論方由主掌內朝事務的官職，轉為直屬宰相群

下的行政職官。吐蕃文書中地方官信函，多寫給囊論掣逋（大內臣），此說明地

方行政事務，多向其呈報199，證明了囊論負責實際的行政業務。其原有的內朝

事務執掌，也逐漸由有特定官稱的官員接手。 

  2. 紕論伽羅篤波（phyi blon bkav la gtogs pa）：就字面言為「外臣平章政事」

之意。按凡官稱上列有 bkav la gtogs pa（平章政事）字樣的官員，理應躋身眾相

行列，但此官職在碑銘上仍列於寮寀級，有關於此，文後將再詳細討論。 

  3. 悉南紕波（snam phyi pa）：就字面 snam 為各種毛織物，而 snam phyi 一

詞則為「廁所」，合而觀之，義為管理贊普服飾以及服侍贊普生活起居之官職。

如是理解應不遠矣。陳師慶英主張其職掌為侍奉贊普生活起居及守衛宮廷安全

200。本官職早於倫贊弄曩時期已設立201，直至墀德松贊時，方由囊論系統中分

                                                 
196 〈唐蕃會盟碑〉右面碑銘第 26-40 行。詳見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18-20。 
197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頁 l8 上第 2 行。 
198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頁 2l 下第 3 行。 
199 陳慶英，〈試論贊普王權和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9 年 4 期，

頁 63。 
200 陳慶英，〈試論贊普王權和吐蕃官制〉，頁 63。另見陳楠，〈吐蕃職官制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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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另列一類，位在外臣及將軍之上。 

  4. 岸奔榼蘇戶屬劫羅（mngan pon khab so vo chog gi bla）：字面意義為：所

有王家倉庫的最高級官吏。有以為此官吏應為國庫總管，掌管徵收宮廷所屬居民

的賦稅與支付官吏的俸祿賞賜，為岸奔（mngan pon）一類官職的長官202。岸奔

則常見於吐蕃文書及新疆簡牘，職責為管理糧食、金銀、官員俸祿，是負責財政

收支的官員203。 

  5. 給事中（bkav phrin blon）：字面意義為發布詔命或傳送詔令的官員。此官

稱唐人已甚為熟稔，而譯之為漢式官稱的「給事中」，顧名思義，就是詔令承旨

之官，職掌核對、改定、發布贊普詔令204。 

  6. 資悉波折逋（rtsis pa chen po）：字面意義為「大主計官」。有以為屬管理

財政收支、帳冊簿籍之官，相當於唐朝的戶部尚書205。亦有認為資悉波（rTsis pa）

為軍隊籌措軍餉，負責後勤供應的軍需官206。 

  7. 紕論（phyi blon）：字面意義為「外臣」。唐人未就其字義翻譯，僅以音譯

為「紕論」，與唐人以實際漢式官稱譯 bkav phrin blon 為「給事中」相較，此意

味著唐人並不十分清楚其職掌。《賢者喜宴》形容松贊干布的六位「外臣」為「勇

                                                                                                                                            
論〉，《中國藏學》1988 年 2 期，頁 98。 
201 詳見《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贊普傳記第四〉，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

吐蕃歷史文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頁 56、133。 
202 陳楠，〈吐蕃職官制度考論〉，頁 98、99。 
203 陳慶英，〈試論贊普王權和吐蕃官制〉，頁 63。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

頁 52。 
204 同前注。 
205 陳楠，〈吐蕃職官制度考論〉，頁 99、100。rtsis pa 在藏語為會計、記帳員之

意，到明、清時期，西藏政府仍設有此職稱 rtsis dpon，掌管會計。另見王堯編

著，《吐蕃金石錄》，頁 52。 
206 陳楠氏認為在敦煌文獻吐蕃大事紀年中，檢查籌措糧草等軍備事宜寫作 
mkho sham chen pho bgyi bav rtsis mgo bgyi bar. 其中之 rtsis 作動詞，為「檢查」

之意，因此執行此項任務者，也許就是 rtsis pa（資悉波）。也就是負責後勤供應

的軍需官。詳見陳楠，〈吐蕃職官制度考論〉，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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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btsan po），且載其職司為「掌管全部外務」（phyi yi bya ba thams cad byed）

207。由此看來，似乎是屬於掌管王廷以外事務，包括軍事方面的官員。理查遜

氏（H.E. Richardson）認為，外臣可能是在朝廷外任職，或在邊區，或在屬地208。 

  8. 刑部尚書（zhal ce pa chen po zhal ce vo chog gi bla）：字面意義為「大法

官掌王法之最高官員」。有以為應譯作「斷事官長」，為管司法，審理案件的官員

209。 

  從上引官稱及其職掌看來，吐蕃王朝官員的分工，已細分有一般行政、侍奉

贊普生活起居及守衛宮廷安全、財政收支、詔令承旨、主計會計、司法等等，而

且上述的職官，乃為眾相的下屬。由此可見吐蕃官僚體制較之於游牧政權的官員

體系，有很大的差距，而較近於農業朝廷的官僚體系。 

  另由贊普位繼承的體制上看來，吐蕃也是較近於農業朝廷，而與游牧政權「強

者為王」的可汗汗位繼承方式，完全不同。因為吐蕃贊普位之繼承，有著嚴謹的

規範，係以「父傳子」為基準，以贊普元配所生長子為贊普位第一繼承人，若元

配未生，贊普其他王妃率先生育贊普的首胎兒子，就由該王妃的首胎兒子成為贊

普位第一繼承人，生育者亦隨之升格為皇后。若是贊普薨逝，眾王妃中確定懷有

遺腹子者，此遺腹子則擁有贊普位的第一繼承權，遺腹子之母后則有權輔政。確

定謝世的贊普絕嗣後，由長而幼之順序，傳位贊普的手足。由於上述嚴謹的規範，

堅持父傳子繼承模式，因此吐蕃並不在乎國有幼君，致使噶爾氏家族有機可乘，

長期包攬大論官職，掌握實權，此完全由於贊普位繼承的穩定性，當代贊普有子，

一定傳子，所導致的結果。繼承贊普位的首要條件，必須出自松贊干布一脈相傳

的悉補野氏血胤。當新任贊普登基後，其兄弟手足則貶逐於某偏僻處所，遠離政

治圈，使不涉足政治，以免成為贊普行使統治權的障礙，這使得吐蕃贊普位的繼

                                                 
207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頁 18 上第 4 行。 
208 H.E. Richardson, Names and Titles in early Tibetan Records. Bulletin of 
Tibetology. IV-l, 1967. pp. 6-7。 
209 陳慶英，〈試論贊普王權和吐蕃官制〉，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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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問題單純許多。亦即前代與當代贊普的手足，以及彼等的後代等，既無權要求

繼承贊普位，且遭逐出政壇。贊普位的繼承，只能為現任贊普諸子之間的問題。

縱使國有幼君，吐蕃的行政系統由大論主持，仍得以正常運作，不受影響210。 

  由上述可知，在贊普位繼承上看，唐代吐蕃並不存在有類游牧民族選汗的現

象，嗣君也非由推選而出，因此在王位繼襲上，似乎具有濃厚的農業社會色彩。

再者，從吐蕃設有專職的宰相，以及有宰相專用的官稱，職官詳為分工等等，均

與北亞游牧政權的型態，有極大的差異，而近乎農業朝廷的型態。 

                                                 
210 詳見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597-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