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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八旗制度中上三旗地位之探討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日前電視播放的後宮甄嬛傳蔚為風潮時，我也是眾多超級粉絲中的一員，當看
到主角甄嬛被納入鑲黃旗鈕祜錄氏的當下，便對這個姓氏有了好奇心，一問之下，
沒想到我母親祖先的姓氏即是鈕祜錄氏。雖然之前就已經知道家人是滿州鑲黃旗人，
但是從沒過問是甚麼姓氏的，在上完歷史課和瘋狂看甄嬛傳後，便對自己的家族姓
氏越來越有興趣。滿清八旗中正黃旗，鑲黃旗和正白旗是屬於上三旗，然而部分資
料顯示鑲黃旗為八旗之首，但是帝王室家愛新覺羅氏卻隸屬於正黃旗，因此我想由
寵臣，后妃，土地，軍事各個方面來探討這上三旗中何者地位最高。
二、研究方法
首先，到圖書館和網站先查詢八旗制度的由來和基本資料，接著再借閱各種有
關八旗制度的深度探討，並閱讀有關清代的軍事、土地、賢官、后妃等的書籍，最
後依序排列出上三旗的地位高低。雖然八旗制度包含滿州八旗、漢軍八旗、蒙古八
旗，但是研究的核心是以滿州八旗為主。
貳．正文
一、八旗制度由來
八旗是一種特有的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兼有備戰和務農的職能，
源於女真社會的狩獵組織牛彔，由努爾哈赤建成。八旗制度因“以旗統人，以旗統
兵”的鮮明民族特色而聞名於世，滿族人運用此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時人們從事
耕作、狩獵等活動；在戰時則應徵為兵。八旗各有旗主，旗主為每旗的最高首領，
分別由汗王及旗兄弟子姪擔任。平時八旗各據一方，分領土地、人口，戰時統一聽
命於汗王部屬協同作戰。清入關後，八旗仍作為武裝力量被派往全國各地駐防，肩
負著守護國家安全的重任。八旗制度從政是建立到西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隨清
朝覆滅，共存在了近三百年，他是大清王朝統治國家的重要軍事支柱。
(一)牛彔制度
牛彔是滿族的一種生產和軍事合一的社會組織，起源於滿足早期集體狩獵組織。
滿族人出兵或打獵，“凡遇行師出狩，不論人之多寡，照依族寨之行” “各出箭一
枝，十人中立依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稱為牛彔額真。
因此，牛彔是以血緣（族）和地緣（寨）關係而組成的臨時性武裝組織，其首領相
當於狩獵小組組長。
後來，隨著征戰的勝利，轄區的擴大，牛彔越來越多，但牛彔之間，人丁多寡
不一，有的牛彔是一二百人，有個四百戶、二百戶編一牛彔，而最少的牛彔才十八
戶，明萬曆二十九年（西元 1601 年），努爾哈赤對軍隊進行整合，厘定牛彔制度。
規定：“每旗三百人為一牛彔，以牛彔額真領之”。
1.牛彔
牛彔是基層組織，是旗的基礎。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十一年（西元 1583 年）起兵
之後即開始編建牛彔，由於處於草創階段，編建牛彔隨意而為之，每牛彔無固定人
數，至萬曆二十九年（西元 1601 年）釐訂牛彔制度時才決定每三百戶為一牛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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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彔額真統之。皇太極時期改訂每牛彔編壯丁二百人，三年編審壯丁一次。康熙十
三年定每牛彔編壯丁一百三十餘人。牛彔額真一人，下設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撥
什庫四人。
2.甲喇
萬曆二十九年（西元 1601 年）努爾哈赤釐訂牛彔制度時，五個牛彔為一甲喇，
首領叫甲喇額真。甲喇行軍出獵不得喧嘩。甲喇行則一路，止則一處，依次而下，
戰則攻一處；遇亂作戰時，披長厚甲者執長柄大刀及長矛戰於前，披輕網甲者持弓
箭從後射；精兵騎馬立於他處現之，見有不勝，相機助戰。軍用器械，諸如盔甲、
弓箭、腰刀、槍、長柄大刀、鞍轡等物若有損壞，則貶其為牛彔額真；倘若一物件
修治完好，軍馬肥壯，則牛彔額真晉升之。
3.固山
五甲喇編為一固山，設固山額真一人，左右設梅勒額真二人。固山是滿州戶口
和軍事編制的最大單位，每個固山有特定顏色的旗幟。八旗的最高統帥叫汗，先是
努爾哈赤後是皇太極，固山額真則由其子姪擔任。
(二)八旗的編建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統治中國的明朝，已步入衰敗，江河日下，搖搖欲
墜。明朝國力大衰，再也無力控制東北地區的女真人，因而東北地區原本不相統屬、
各自為政的女真各部便也進入了諸國紛亂。
此時，努爾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遺甲起兵，開始了統一女真各部的事業。正是在
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八旗制度應運而生。萬曆二十九年（西元 1601 年），努爾
哈赤在牛彔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黃、紅、白、藍四旗。萬曆四十三年（西元 1615
年），由於－附日眾，兵力增多，努爾哈赤在原有的牛彔制度下設立甲喇和固山，
並擴大為八旗。原四旗名稱冠以“正”，另四旗名稱冠以“鑲”。當時努爾哈赤親
領正黃、鑲黃兩旗，大貝勒代善親領正紅、鑲紅兩旗，阿敏主鑲藍旗，莽古爾泰轄
正藍旗，皇太極理正白旗，杜度統鑲白旗。
二、八旗基本介紹
介紹各旗旗主之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天命年間(西元 1616~1626)與天驄(西元
1627~1636)年間。天命年間是指努爾哈赤剛建立八旗時，並設立各旗的的旗主；天驄
年間皇太極即位，後期因多爾袞和豪格所掌管的兩白兩黃旗之間，爆發了皇位爭奪
戰，因此又重新定位了這四旗的真正旗主和意義。天驄後期八旗的旗主，對清政權
的政治與權力的格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上三旗：上三旗非諸王統領，均由皇帝所親自統帥，為皇帝親兵。
1.正黃旗：
(1)天命年間：努爾哈赤親領。
(2)天驄後期：是由原本皇太極所親領的正白旗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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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鑲黃旗：
(1)天命年間：努爾哈赤親領。
(2)天驄後期：原本之鑲白旗變為鑲黃旗，旗主為皇太極的長子豪格。
3.正白旗：
(1)天命年間：八旗創建之初，是由努爾哈赤之長子褚英為旗主，但因後來長
子褚英自私殘苛，欺凌諸弟，詛咒父親，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 年）被幽禁。幽禁
期間，努爾哈赤收回原本屬於他的白旗，改而任命皇太極為正白旗旗主。
(1)天驄後期：原本的鑲黃旗改為正白旗，旗主為努爾哈赤嫡十五子多鐸。
(二)下五旗：為諸王、貝勒、貝子、公等爵位的分封之地。
1.鑲白旗：
(1)天命年間：建立八旗時，白旗分為正白與鑲白，當二十三歲的皇太極統領
正白旗時，褚英的嫡長子杜度被努爾哈赤封入鑲白旗，可說是作為褚英嫡長子、努
爾哈赤嫡長孫雙重身分的杜度對其父褚英部分遺囑地繼承。
(2)天驄後期：原本的正黃旗變為鑲白旗，旗主為多爾袞代同旗的兄長阿濟格。
2.正紅旗：
努爾哈赤次子代善。
3.鑲紅旗：
努爾哈赤次子代善。
4.正藍旗：
努爾哈赤嫡五子莽古爾泰及同母兄弟德格類所親領，後因莽古爾泰於天驄六
年（西元 1632 年）死，德格類為正藍旗其主。
5.鑲藍旗：
該旗原為努爾哈赤之弟舒爾哈齊，後因舒爾哈齊靠攏明朝，與努爾哈赤在立場
上有了很大的分歧，且一山難容二虎，舒爾哈齊欲帶走自己的部屬獨自發展，就被
努爾哈赤幽禁而死（西元 1611 年），後把原屬舒爾哈齊一半之部屬為努爾哈赤所併，
另一半幾傳至舒爾哈齊第六子濟爾哈朗，擔任鑲藍旗旗主。
三、土地
(一)入關前
1.旗地的意義
入關前的旗地，除了八旗士兵的土地之外，還包含民地。而入關後圈佔的土地，
是用來酬庸士兵、功臣、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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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旗地的發展過程
旗地的發展和擴大，完全是和軍事活動相配合的。例如：天命三年攻陷撫順時，
除了將俘虜、降民賜給有功將士外，並且給予牛馬、衣糧、農具、畜生等、令其耕
種撫順一帶的田地。
3.旗地畫分
旗別
正黃旗
鑲黃旗
正白旗
鑲白旗
正紅旗
鑲紅旗
正藍旗
鑲藍旗

旗地名稱
Fe-ala、尚間崖、Boo-wape、札克丹、Hongko、撫順、嘉章、
德立右、奉集堡等九城。
柴河、撫安、花豹沖、三岔兒堡、鐵嶺、宋家堡、丁字泊、
Bigen、恰庫站等十一城。
復州、欒固堡、羊官堡、永寧監、五十寨、蓋州、鹽場堡、
天城堡、慶雲堡等九城。
海州、東京堡、耀州、穆家堡、折木城、古城堡、長安堡、
Cing-Leng-Pu、鞍山等九城。
溫德亨山、札克穆、清河、一堵牆、鹹場、孤山、山羊峪、
威寧營、東州、馬哈丹等九城。
瀋陽、蒲河、平虜堡、十方寺、上榆林、靖遠堡、望海渦、
紅嘴等八城。
岫巖、青台峪、Makuwal-sai、Sui-sangion、伊蘭博里庫、鎮
東、鎮夷、鳳凰城、湯站、險山、甜水站等十一城。
旅順口、木城驛、金州、石河驛、黃骨島、曰服堡、望海
堝、海嘴等八城。

(二)入關後
1.圈地的意義
圈地並非只有為了利用土地而已，還有為了安置一些親戚、功臣、士兵的一種
不得已措施。而在欽定大清會典中寫到：｢田宅，授田之法，委給畿輔閑田，除其賦
役，永為世業，厥後戶口繁茲，盛京東北及諸邊外新闢之壤，咸分授焉。」因此圈
地是完全免除賦稅的。
另外八旗圈地不只是酬庸、眷養，還包含軍事與政治作用。滿州人以少數民族
進入中原，為防漢人叛亂，必先鞏固好天下之根本重地：以北京為中心，五百里內
住的都是旗人或是和旗人有關係的人，形成稠密的旗人網。
2.圈地的分布
八旗駐防、部屬的地區也有一定的分配法則：鑲黃、正黃居北方，正白、鑲白
居東方，正紅、鑲紅居西方，正藍、鑲藍居南方。而圈地的劃分則以上三旗分布最
廣，實則為了暗中監視各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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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圈地的劃分
鑲黃：共地一五四八三頃六十畝
正黃：共地一五四五五頃十畝
正白：共地一三四零八頃十畝
鑲白：共地二二零頃二十畝
正紅：共地二一二零頃七十畝
鑲紅：共地二六一二頃二十五畝
正藍：共地二二七九頃四十畝
鑲藍：共地一四六零頃四十畝
四、寵臣
在本論文中康熙皇帝時期的寵臣都是用較有名的大臣來做比較；而雍正皇帝時
期後因設立了軍機處，軍機處是最高中樞單位，甚至還取代內閣大學士參與機要。
又因八旗制度不單單只是個軍事制度，其中包括行政、司法、經濟等面向，但是如
果每個領域的職位有擔任過的大臣都拿出來比較，又會過於瑣碎。而軍機處大臣皆
是皇帝的親信，且包括尚書、侍郎、親王、大學士、京堂，皆可擔任，出身比較多
元，而有些軍機大臣輔佐了兩位或兩位以上皇帝，會依輔佐時間之長短而決定列為
哪位皇帝的寵臣。
統整結果如下：
從康熙，雍正到光緒皇帝所列出的大臣總共有六十三位，而其中出身於上三旗
的人數總共有四十四位，占百分比約 70%。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總數
占全部比例

正黃旗
4
1
4
1
0
0
0
2
12
20%

鑲黃旗
3
3
8
3
1
1
0
1
20
31%

正白旗
1
0
5
2
1
1
0
3
12
20%

(表格的完整內容於附錄 1)
五、後宮妃嬪
表格中所顯示的為皇帝一登基的第一任皇后，因第一任皇后與氏族大家最有關
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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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
皇后諡號
清太祖 孝列武皇后
天命
清太宗 孝莊文皇后
天驄

姓氏
納喇氏

清世祖 靜妃
順治

博爾濟吉特氏

清聖祖 孝誠仁皇后
康熙

赫舍里氏

清世宗 孝聖憲皇后
雍正
清高宗 孝賢純皇后
乾隆

鈕祜祿氏

清仁宗 孝淑睿皇后
嘉慶

喜塔臘氏

清宣宗 孝全成皇后
道光
清文宗 孝德顯皇后
咸豐

鈕祜祿氏

清穆宗 孝哲毅皇后
同治

阿魯特氏

清德宗 孝帝景皇后
光緒
清遜帝 婉容
宣統

葉赫那拉氏

博爾濟吉特氏

富察氏

薩克達氏

郭布羅氏

出身
旗別
烏 喇 貝 勒 滿 鑲黃旗
泰女
蒙 古 科 爾 沁 正黃旗
貝勒寨桑女

蒙古科爾沁
卓禮克圖親
王吳克善的
女兒，孝莊
皇后親佳的
親姪女
輔政大臣索
尼的孫女，
領侍衛大臣
噶不喇之女
兒，索額圖
姪女。
四品典儀凌
柱女
察哈爾總管
李榮保女兒

鑲黃旗

子嗣
育有三子：多爾袞、阿濟
格、多鐸
育有三女一男：皇四女固
倫雍穆長公主、皇五女固
倫淑慧長公主、皇七女固
倫淑哲長公主、皇九子福
臨
無

正黃旗

育有二子：嫡長子承祜、
皇二子胤礽

鑲黃旗

育有一子：弘曆（有爭
議）
育有兩男兩女：皇次子永
璉 、 皇 七子 永 琮、皇 長
女、皇三女固倫和敬公主

鑲黃旗

三 等 承 恩 公 正白旗
喜塔拉·和爾
經額之女
孝 和 睿 皇 后 鑲黃旗
之姪女
太 常 寺 少 卿 鑲黃旗
富泰之女

育有二女一男：皇次女、
皇四女莊敬固輪公主、皇
二子錦寧
育有一男一女：皇子亦
詝、皇四女壽安固輪公主
無

戶 部 上 書 崇 蒙 古 正 育有一子
琦女
藍 旗 ，
後 抬 至
鑲黃旗
慈 禧 弟 弟 桂 鑲藍旗
有繼子：溥儀
祥的二女兒
外 祖 父 為 愛 正白旗
育有一女
新覺羅•毓
朗氏，乾隆
皇帝長子永
璜的五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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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大家族
「滿州氏族以瓜爾佳氏直義公（費英東）之後，鈕祜祿氏宏義公（額亦都）之
後，舒穆祿氏武勳王（揚古利）之後，葉赫納蘭氏金台吉之後，董鄂氏溫順公（何
和里）之後，輝發那拉氏阿蘭泰之後，烏喇氏占普泰之後，伊爾根覺羅氏某之後，
馬佳氏文襄公（圖海）之後，為八大家云。為尚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之奴僕，皆
以八大家為為最云。」
瓜爾佳氏 費英東為滿州鑲黃旗人；鈕祜祿氏 額亦都為滿州鑲黃旗人；舒穆祿氏
揚古利為滿州正黃旗人；葉赫那拉氏 金台吉為滿州鑲藍旗人；董鄂氏 何和里為滿州
正白旗；輝發那拉氏 阿蘭泰為滿州鑲黃旗人；烏喇氏 占普泰為滿州鑲黃旗人；伊爾
根覺羅氏為滿州鑲黃旗人；馬佳氏 圖海為正黃旗人。
從姓氏旗別可看出皆屬於上三旗而其中以鑲黃旗為大宗。
參．結論
從土地來看，一開始的旗地完全是由軍事實力和努爾哈赤的分配，各旗所分
到的地方無法明顯看出上三旗之間地位的差別和高低。而到了入關後的圈地，因為
同時包含政治因素，且上三旗的圈地畫分皆是為了保護紫禁城並且防止漢人叛亂。
雖然資料中顯示鑲黃旗的土地最廣大，但是也只比正黃旗多出二十八公頃五十畝，
無法明顯看出之間的地位高低。
從皇后來看，無庸置疑的是屬於鑲黃旗的天下，資料顯示的十二位皇后，其中
就有六位是屬於鑲黃旗。
從康熙輔政大臣、雍正後的軍機處大臣，總共七十一位，其中三十一位是隸屬
於鑲黃旗。從資料中可以看出當哪個皇帝執政時，某一旗會特別多，而不是平均的，
同時後宮的勢力也會影響到前朝大臣，也就是說旗別是會跟著政權輪替的。
上三旗的地位不是從滿清入關就定位的，會隨著後宮、朝臣和氏族影響。康熙
登機時，輔政四大臣中，索尼排首位，因此他所屬的正黃旗地位當時最高，後因索
尼病沒，鰲拜開始囂張、聲勢，遏必隆因為與鰲拜為同旗，故不敢得罪鰲拜；蘇克
薩哈卻常常與鰲拜爭執、辯論，最後鰲拜順利地鬥死蘇克薩哈並且併吞掉一些蘇克
薩哈所隸屬的正白旗土地、財產等。那時候的鑲黃旗因為鰲拜是多麼的聲勢浩大，
不過鰲拜死後康熙所重用的權臣幾乎都屬於正黃旗，像是索額圖和明珠，只有一人
是鑲黃旗，可推測出康熙因鰲拜而導致輔政四大臣後的皇帝的賢臣、愛卿不再中用
鰲拜所屬的鑲黃旗。
到了雍正，皇后為鑲黃旗，一開始支持他的隆科多也是鑲黃旗，後擔任軍機處
之大臣大多亦隸屬於鑲黃旗，可以明顯看出在雍正執政時的鑲黃旗，佈滿了後宮和
前朝，比起康熙後期，鑲黃旗的地位和影響力抬高許多；乾隆時期，皇后富察氏、
一半的大臣皆為滿州鑲黃旗，到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都沒有特別明顯差距。
再來由滿清八大氏族的開頭分析：八個姓氏中有五大姓氏的公爵為鑲黃旗，可
見當時鑲黃旗之地位何等尊貴。不過在撰寫這一篇論文前，我一直誤以為一個姓氏
即隸屬一旗，舉個例子來說：鈕祜祿氏我原以為這姓氏只隸屬於鑲黃旗，但是後來
閱讀到清代職官年表一書後，才發現姓氏不是只跟著一個旗別的，就如乾隆皇帝的
寵臣和珅，他姓鈕祜祿氏但他卻只屬於滿州正紅旗。也因為這個大問題，我希望我
能在下一篇論文把這個問題研究清楚，對八旗氏族及旗別的定義方法是一大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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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清聖祖 康熙：
(一)輔政四大臣
1.
鰲拜：滿州鑲黃旗人
2.
索尼：滿州正黃旗人
3.
蘇克薩哈：滿州正白旗人
4.
4.遏必隆：滿州鑲黃旗人
(二)四大臣以外之人物
1.
明珠：滿州正黃旗人
2.
索額圖：滿州正黃旗人，索尼兒子
3.
圖海：滿州正黃旗人
4.
米思翰：滿洲鑲黃旗人
5.
莫洛：滿州正紅旗人
二、世宗 雍正：
(一)隆科多：滿洲鑲黃旗人
(二)馬齊：滿州鑲黃旗人，米思翰次子
(三)馬爾賽：滿州正黃旗人，圖海孫
(四)莽鵠立：滿洲鑲黃旗人
三、高宗 乾隆
(一) 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
(二) 訥親：滿洲鑲黃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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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望：滿州正黃旗人
(四) 傅恆：滿洲鑲黃旗人
(五) 高斌：滿洲鑲黃旗人
(六) 舒赫德：滿州正白旗人
(七) 尹繼善：滿洲鑲黃旗人
(八) 來保：滿州正白旗人
(九) 兆惠：滿州正黃旗人
(十) 阿里袞：滿州正白旗人
(十一) 富德：滿州正黃旗人
(十二) 阿桂：滿州正白旗人，阿克敦之子，由滿州正藍旗抬入正白旗。
(十三) 福隆安：滿洲鑲黃旗人，傅恆之子
(十四) 索琳：滿州正藍旗人
(十五) 溫福：滿洲鑲紅旗人
(十六) 豐昇額：滿州正白旗人，阿里袞之子
(十七) 桂林：滿洲鑲藍旗人
(十八) 慶桂：滿州鑲黃旗人，尹繼善之子
(十九) 阿思哈：滿州正黃旗人
(二十) 和珅：滿州正紅旗人
(二十一)
明亮：滿洲鑲黃旗人
(二十二)
福長安：滿洲鑲黃旗人，傅恆之子
四、仁宗 嘉慶
(一) 傅森：滿洲鑲黃旗人
(二) 那彥成：滿州正白旗人，阿桂之孫
(三) 成德：滿州正藍旗人
(四) 德瑛：滿洲鑲黃旗人
(五) 英和：滿州正白旗人
(六) 托（託）津：滿洲鑲黃旗人
(七) 玉麟：滿州正黃旗人
五、宣宗 道光
(一) 文孚：滿洲鑲黃旗人
(二) 穆彰阿：滿洲鑲藍旗人，郭佳氏
(三) 奎照：滿州正白旗人，英和之子
(四) 文慶：滿洲鑲紅旗
(五) 隆文：滿州正紅旗人
六、文宗 咸豐
(一) 舒興阿：滿洲鑲黃旗人
(二) 穆蔭：滿州正白旗人
(三) 麟魁：滿洲鑲白旗人
(四) 瑞麟：滿州正藍旗人
(五) 文祥：滿州正紅旗人
(六) 桂良：滿州正紅旗人
七、穆宗 同治
(一) 寶鋆：鑲白旗人
八、德宗 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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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景廉：滿州正黃旗人
額勒和布：滿州鑲藍旗人
剛毅：滿州鑲藍旗人
裕祿：滿州正白旗人
榮祿：滿州正白旗人
啓秀：滿州正白旗人
鐵良：滿州鑲白旗人
世續：滿州正黃旗人
那桐：滿州鑲黃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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