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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文觀察宋人文獻中系統描述完顏阿骨打諸子的紀錄，分析這些紀
錄內容的「真偽」、傳承關係，並說明這些真偽傳承所顯示的意義
。本文主要觀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神麓記》、《金虜圖經》、《松漠紀聞》、《金虜節要》等六種
宋人文獻，並與《金史》比對其中紀錄。所得成果有三，首先，成
書最晚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其內容並非最是符合現今的金史
認識，反而是較為早期的《神麓記》、《松漠紀聞》、《金虜節要
》，紀錄較為全面。再者，雖然同為李心傳的著作，但是《建炎以
來朝野雜記》的記載也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有所不同，顯示著
李心傳數年之中對於阿骨打諸子的認識也有變動。最後，整體而言
，即便阿骨打諸子活躍於金宋對峙時期，影響南宋歷史深遠，但是
對照《金史》記載之後，依舊能夠看出宋人對於阿骨打諸子的認識
仍是相當模糊。不過個別而言，也能看到對於阿骨打前五子，尤其
是其中的完顏宗弼，宋人能有比較深入的瞭解。

中文關鍵詞： 完顏阿骨打、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李心傳、松漠紀
聞、神麓記、金虜圖經、金虜節要、完顏宗弼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observes the systematic descriptions of Wanyan
Aguda's sons within Song literary works and analyzes the
“validity” and heredity relationship within their
contents, while providing explanations on their
significance. Six main literary works were observed,
including Jianyan yilai chaoye zaji, Jianyan yilai xinian
yaolu, Shenluji, Jinlutujing, Songmo jiwen and Jinlu
jieyao, which were directly compared with Jinshi. Through
this study, three conclusions were made. Firstly, although
the Jianyan yilai chaoye zaji was the latest in terms of
composition date, its contents were unexpectedly not the
most aligning in terms of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of Jin. Surprisingly, the three literary works:
Shenluji, Songmo jiwen and Jinlu jieyao, all of which were
earlier in terms of creation date, were much more in
alignment with modern interpretations. In addition,
although both Jianyan yilai chaoye zaji and Jianyan yilai
xinian yaolu were written by Li Xinchuan, they are vas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is indicates that Li
Xinchuan’s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works on Aguda’s
sons had changed between the years of the two written
works. Lastly, although literary works on Aguda’s sons
were most popular during the rivalry between Jin and Song,
they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outhern Song. Despite
this, when compared to Jinshi, we can deduce that the Song
people were very unfamiliar with Aguda’s sons literary
works. However, individually speaking, Song people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anyan Aguda’s first five sons,
especially Wanyan Zongbi.



英文關鍵詞： Wanyan Aguda,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Jianyan yilai xinian
yaolu, Li Xinchuan, Songmo jiwen, Shenluji, Jinlutujing,
Jinlu jieyao, Wanyan Zon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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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筆下的金太祖諸子 

 

一、前言 

 

金朝建國，金太祖完顏阿骨打（1068-1123，1115 年即位）諸子多有承擔，

厥功至偉。1他們的事蹟，宋金兩方文獻皆曾留下許多記載。對照宋人與金朝的

紀錄，除了書寫方向大不相同外，「事實」的部分，雙方也有許多差異。另一方

面，由於金朝記載多是透過元人編修的《金史》存留，面貌較為單一清楚，但是

宋人的紀錄，由於現存宋人撰述數量豐富，性質多元，編撰時間也從兩宋之際一

直到南宋末年，整體而言，宋人對於金代史實的描述又是相當紛紜。本文將由宋

人筆下的阿骨打諸子事蹟，尤其是針對系統性的整體描述，觀察其中的紛紜面貌。

此一觀察又將集中於三處，一是所謂的「真偽」，二是各種紀錄的傳承關係，三

是這些真偽傳承所顯示的意義。 

 

 

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人紀錄中系統描述阿骨打諸子的成果，重點大致有二。一是他們的數量、

排行、名字，部分紀錄又會提供母親與後代的消息；二是他們的活動事蹟，但因

篇幅有限，相關描述通常僅記一兩件較具代表性的成就，甚或僅有官銜、爵位而

已。關於系統性描述的形貌，先從李心傳（1167-1244）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以下簡稱《雜記》）中的一段記述瞭解： 

蓋阿骨打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梁宋國王宗秀，【小名固碖，亶之世領

三省事。】次曰景王宗傑，即引兵陷京師者，斡離不布也。【晟之世為

右副元帥，所謂三太子。】次曰宋王宗幹，【亮之父也，後追號曰德宗。】

次曰宗俊，【阿骨打嫡子，不及封，後其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次

曰晉王宗輔，【小名窩里嗢，亶之世為右副元帥，後其子褒立，改其名

為宗堯，號曰懿宗。】次曰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者，所謂兀

朮也。【亶之世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所謂四太子。】次曰

                                                 
1
 陶晉生，〈金代的政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1 本 4 分（臺北，1969.12），

頁 567-593；王明蓀，〈金初的功臣集團及其對金宋關係的影響〉，文收氏著，《遼金元史論文

稿》（永和：槐下書肆，2005），頁 9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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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國王宗敏。【亶之世為都元帥，亮篡立殺之。】2
 

本段與以下引文之【】內敘述皆為原文之小字夾註，本段小字當為李心傳自注。

前引出自〈女真南徙〉條，雖然本則記述的標題意在說明貞祐南遷前後的金朝政

局及金蒙的攻防戰況，但其前半部分又介紹了貞祐南遷之前的金朝政治發展，尤

其是帝系傳承經過，於是主標之下，又有小字標題「金國五世八君始末」指明延

伸敘述的範圍。 

 

這段記述的形貌，大概就是所謂系統性描述的基本型態，後續也將搜尋類似

的宋人紀錄分析討論。討論之前，為了方便觀察宋人紀錄的「真偽」，需要建立

比對對象。比對對象或以元人所編的《金史》較為合適，原因在於其中的記載來

源多為金朝官方文獻，加以《金史》的官修性質，理論上「真實」程度較高。3前

引《雜記》記述，分別記載了阿骨打諸子的名字、排行、代表性官爵與事蹟，整

體又可得知子嗣數量，以下便以這些項目對比《金史》所載。 

 

首先，《雜記》一共記載了 7 名阿骨打子嗣，依序為宗秀、宗傑、宗幹、宗

俊、宗輔、宗弼、宗敏。明顯地，此與《金史》有所差別，《金史》〈宗室表〉明

言太祖有子「凡十六人」。扣除了後來被尊為皇帝的宗峻（？-1124）與宗輔

（1096-1135，世宗改稱「宗堯」），〈宗室表〉列出了剩餘的 14 子，依序為宗幹

（？-1141）、宗望（？-1127）、宗弼（？-1148）、烏烈、宗傑（？-1127）、宗雋

（？-1139）、訛魯、訛魯朵、宗強（？-1141）、宗敏（？-1149）、習泥烈、寧吉、

燕孫、斡忽。4此一落差不難解釋，李心傳曾言所列乃是「可見者」，而阿骨打諸

子中，看來有近半數左右可能未能活過金朝開國或早夭。首先，上列《金史》16

人中，僅有宗峻、宗輔、宗幹、宗望、宗弼、宗傑、宗雋、宗強、宗敏等 9 人可

知曾有活動事蹟，亦有卒年紀載，《金史》也皆有列傳，餘者則無事蹟傳述，亦

不見所終。5再者，《金史》留存事蹟的 9 人皆有漢名，其餘 7 人皆無。漢名應是

金朝開國前後為了與漢文世界對話而產生的結果，得名時機或在成年之後。6也

                                                 
2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規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乙集，卷 19，〈邊

防二˙女真南徙【金國五世八君本末】〉，頁 840。 
3
 《金史》各篇章的來源，詳參邱靖嘉，《《金史》纂修考》（北京：中華書局，2017）的考述。 

4
 元˙脫脫等撰，《金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59〈宗室表〉，頁 1367-1370。 

5
 9 人之《金史》列傳，宗峻與宗輔見卷 19〈世紀補〉，宗雋、宗傑、宗強、宗敏見卷 69〈太祖

諸子列傳〉，宗望、宗幹、宗弼分見卷 74、76、77 各人本傳。又，以下言及諸人事蹟，如出自

本傳，為免行文冗贅，請恕不再加註，祈請諒察。 
6
 女真人的訓名歷程與得名時機，詳參王可賓，《女真國俗》（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

頁 194。女真人初得漢字姓名，目前僅知阿骨打得名經過，且僅一則資料曾言，即苗耀《神麓

記》。《三朝北盟會編》所摘之《神麓記》，有一段言及阿骨打得漢字姓名經過，中道：「遼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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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金史》中均無漢名之 7 人，恐是逝於開國之前或未及成年而卒，而當《雜

記》均記漢名時，所錄 7 人應是開國之後依然健在而能被宋人所認識，他們是宋

人的「可見者」。 

 

只是仍有問題。就《金史》而言，理論上「可見者」當有 9 人，《雜記》卻

僅錄 7 人，嚴格來說則是 6 人，數量有落差。同時，事蹟、名字、排序也無法對

應《金史》所述。排序問題較棘手，涉及到作為對照組的《金史》也有疑慮，且

容稍後再議。至於人名與事蹟，《雜記》所記而能與《金史》記載及目前金史認

知相吻合者，大概是宗輔、宗弼、宗敏 3 人，餘者《雜記》就有些狀況。問題主

要如下：第一，「宗秀」與「宗幹」其實皆為宗幹，《雜記》分兩人記載，而《金

史》中的宗秀（1116-1157）乃宗幹同曾祖之堂弟；第二，「宗傑」應為宗望，《金

史》的宗傑乃阿骨打另一子；第三，「宗俊」應稱宗峻，《金史》未見「宗俊」之

名；第四，未列宗雋、宗強，以及「真正」的宗傑。關於未列者，當阿骨打諸子

介紹結束後，《雜記》又陸續說明金太宗吳乞買（1075-1135，1123 年即位）諸子

等其他女真宗室的人名與事蹟，其中未見宗強，但見宗雋。《雜記》將宗雋列為

吳乞買之子，為兗國王而小名蒲路虎。《金史》中，兗國王確實是宗雋封爵，但

「蒲路虎」則為吳乞買長子宗磐（？-1139）的女真名，《金史》作「蒲魯虎」。

或因已將「蒲路虎」移作宗雋女真名，《雜記》對於宗磐就僅述事蹟而未言其女

真名。這些狀況，少數或可推敲其因。如將宗雋列為吳乞買之子，或是天眷

（1138-1140）政爭時宗雋親近於宗磐，李心傳因此以為宗雋與宗磐同為吳乞買

之子。不過，大部分的狀況無法簡單猜測。與其逕下論斷，不如先看看整個紀錄

的情況，瞭解此類敘述的基本內容與型態。 

 

《雜記》中各人的名號官爵，部分也非《金史》有載。對此，徐規曾在校勘

《雜記》時彙整出一些歧異。7以徐規校勘為基礎，再藉《金史》稍作補充，問

                                                                                                                                            
慶三年甲午歲，年四十七於甯江府拜天冊立，改元稱帝號，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見宋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8，

頁 5 上。又，《會編》卷 3 曾經簡說女真早期歷史，亦有類似敘述，見頁 13 下。劉浦江指出本

段應是徐夢莘廣採諸書而彙整的綜述，見氏著，〈關於金朝開國史的真實性質疑〉，頁 6-7，文

收同氏著，《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 1-22。劉氏雖未明言，但對照《會

編》與《神麓記》，韓企先訓字之說應是源自《神麓記》。《神麓記》記載仍有許多疑慮，因此

難言現實即此。《神麓記》疑慮詳參劉浦江前引文。然而《神麓記》之說倒是提供了一個情境，

即漢字姓名的出現應與立國前後需與漢文世界對話有關，或是新附漢人或漢化渤海人的誘導，

或是為了更具體面地進入漢人文化所主導下的東亞外交網絡之中。 
7
 徐規成果，詳參氏著，〈校勘記〉，文收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 19，頁

86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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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便如以下：第一，如果「宗秀」與「宗幹」即宗幹，則《金史》僅見宗幹獲封

梁宋國王，並無《雜記》繫於「宗幹」之處的宋王；宗幹同輩曾封宋王者，《金

史》記有宗望。另外，宗幹之女真名，也就是《雜記》繫於「宗秀」之處的「小

名」，並非「固碖」，而是斡本。宋人資料常將宗幹女真名記為「固碖」或「固倫」，

外山軍治便指出當是宗幹曾任國論勃極烈而出現的慣稱。8第二，宗輔僅見追封

潞王、冀王、許王，並無「晉王」；宗輔同輩獲封晉王者，《金史》記有宗翰與宗

望，而《雜記》前引之後，也曾述及宗翰，爵名便記為「晉國王」。又，宗輔廟

號是睿宗，非「懿宗」。另外，熙宗即位後，宗輔已升左副元帥，此亦在世最高

軍銜，《雜記》所記「右副元帥」為前任，任職時間乃太宗天會五年（1127）八

月至天會十年（1132）四月之間。第三，如果「宗傑」為宗望，則宗望僅見追封

魏王、許王、晉王，遼燕國王、宋王，並無「景王」，《金史》未見曾封景王者。 

 

對照《金史》之後，《雜記》問題明顯不少。李心傳為南宋史學名家，《雜記》

又為李心傳力作，此中差池，似已顯示宋人對於阿骨打諸子的認識侷限。然而確

認之前，必須再行耙梳其他南宋的相關紀錄，或許侷限未必在此。 

 

 

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與《神麓記》 

 

《雜記》分甲、乙兩集，據李心傳自序，甲集成於宋寧宗（1168-1124，1194

年即位）嘉泰二年（1202），乙集成於嘉定九年（1216）。兩集之間，約為嘉定元

年（1208），李心傳又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成書。9由於

〈女真南徙〉收於《雜記》乙集，因此理論上《要錄》的敘述將更早完成。《要

錄》之中也有一段對於阿骨打諸子的系統描述，其狀如下： 

初，金太祖旻之正室生二子：宗浚、宗朝，宗浚早死。繼室立，亦生二

子，長曰宗傑，次曰宗雋。其庶長子曰宗幹，次曰宗輔，次曰宗弼，次

曰宗敏。…宗浚即（勝果）〔繩果〕，宗雋即（博勒和）〔婆盧火〕，

宗幹即固倫，宗輔即（諤爾昆）〔窩里嗢〕，宗弼即（烏珠）〔兀朮〕

                                                 
8
 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64），頁 61，註 45。 

9
 《要錄》成書時間，學界說法不一，今從胡坤、孔學之說。孔學等學界討論與胡坤之說，詳參

胡坤，〈點校說明〉，頁 2、27-28 註 11，文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胡坤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3），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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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此據苗耀《神麓記》】10
 

本段引文之中另有一段 135 字金太宗立儲經過的說明，由於並非本文觀察重點，

便未引述，省略處以刪節號表示。本段文句引自胡坤點校本，其中需要留意胡坤

對於女真名的回譯。目前常見的《要錄》版本均已經過清朝四庫館臣的篡改，除

了內容外，各類女真語的改譯又屬大宗。文獻傳承的觀察，尤其是涉及金代史實，

女真譯名的用字乃是重要線索，如能掌握編撰者最初用字自然最佳。然而《要錄》

的回溯，基於早期版本皆已亡佚，退而求其次，回歸四庫館臣篡改前的面貌或是

可以努力的方向。胡坤便利用了四庫館臣於《要錄》部分卷次之後的〈金人地名

考證〉回譯了《要錄》用字，少數〈金人地名考證〉未見者，胡坤則以四庫館臣

對於其他宋代文獻的改譯成果間接回溯可能用字。如此，胡坤點校的回譯成果便

有兩種，一是至少為四庫館臣編修依據的版本用字，二是理論上為宋人用語但未

必是《要錄》原本的用字。此時，本段中間接回溯而得的女真名回譯成果應該僅

是宗浚，因為「博勒和」與「婆盧火」的關係不見於〈金人地名考證〉的說明。

《要錄》用語的回溯工作頗為複雜，本文一時也難超越胡坤成果，在此便暫時不

對女真譯名用語詳密考辯，僅能為求謹慎，先將前述引文中，先針對女真人名保

留了四庫館臣的改譯結果，藉此明其樣貌。引文中人名，（）內為四庫改譯，〔〕

內則為胡坤回譯。11最後，如果還是試著說明，則可見回譯成果多與《金史》相

近，唯有宗雋，無論是「婆盧火」或「博勒和」，與《金史》的「訛魯觀」或墓

誌銘的「窩魯歡」有明顯的字音差距。12又，《金史》另有兩名與宗雋生存時間

接近的婆盧火，一為跋海五世孫，論輩屬宗雋遠房堂伯叔，一為完顏部人，此人

不明譜系，應非宗室。13
 

 

對照《要錄》與《雜記》，雖然同為李心傳著作，撰述時間的差距也是相對

有限，但是已有許多差異。扣除掉書寫重點不同而產生的差異，例如《要錄》本

段或因僅是為求說明祖宗世系，於是便省略了事蹟介紹，在比較毋須變化的部分，

尤其是諸子名單，兩書便有落差。基本上，兩書皆有宗幹、宗輔、宗弼、宗敏，

也均將宗望稱作「宗傑」，但是對於諸子數量的描述，兩書則有不同，《要錄》記

8 人而《雜記》記 7 人，如此連帶地包括人名與事蹟亦有更動。列名之人，《要

錄》並無《雜記》之宗秀，但多了宗雋與宗朝，宗俊則改作宗浚。首先，《雜記》

                                                 
10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9，頁 240。 
11

 四庫改譯，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 9，頁 3 上-下。 
12

 宗雋墓誌銘全文，見劉肅勇，〈金代窩魯歡墓誌所記史事考探〉，《社會科學輯刊》1996 年第 3

期（瀋陽，1996.6），頁 95-98。 
13

 元˙脫脫等撰，《金史》，卷 71〈婆盧火傳〉，頁 1638-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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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俊與《要錄》宗浚之異，看來皆非版本問題。雖然無法全面檢索現存諸家版本，

但從兩書點校成果所見，徐規校勘《雜記》時，並未指明「宗俊」曾有別本異字，

但有指出他書用字的不同，如《要錄》與《續修兩朝綱目備要》便皆作「宗浚」，

《金史》則作「宗峻」；14胡坤點校《要錄》時，亦無特別說明。因此諸家版本

的用字各自齊一，但兩書的用字彼此不同。再者，《要錄》比《雜記》多出了宗

雋與宗朝。宗雋本有其人，宗朝則《金史》未見此名，但因《要錄》記與「宗浚」

同母，考量宋人之「可見」，當為《金史》之宗傑。最後，《要錄》並無宗秀，此

與《金史》相同。 

 

參照整則〈女真南徙〉記述的書寫形式，阿骨打諸子的說明似是李心傳彙整

多方資料後的考釋成果，且因後出，《雜記》應是以《要錄》為基礎的進一步提

煉。然而比對《要錄》與《雜記》的內容，提煉似乎有限，宗望依舊是宗傑；而

且部分內容，如宗幹析為宗幹、宗秀兩人，少了宗雋與實為宗傑之宗朝，如以現

今認識而言，頗令人懷疑《雜記》方為初稿，《要錄》反而是修訂後的成果。不

過《要錄》記載，李心傳最後自注乃是根據苗耀《神麓記》所成，由於史源單一，

或許仍是稍早成果。於是就後見之明而言，《雜記》就不好說是越改越明。 

 

《神麓記》今已亡佚，其問世早於《要錄》十餘年，宋光宗（1147-1200，

1189-1194 在位）紹熙五年（1194）成書的《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

曾有片段摘收，其中也有當是《要錄》所據之段落。《會編》敘述，其狀如下： 

《神麓記》曰：太祖九子。正室生第三子聖果【改作勝額】，名宗浚；

【乃亶之父。】第七子則蒲陽虎【改作費揚古】，名宗朝。繼室生元帥

二太子，名宗傑；第六子宗雋。庶長子宗幹。【乃亮之父。】賢妃生元

帥三太子宗堯。【乃襃之父。】德妃生元帥四太子兀朮【改作烏珠】，

名宗弼；第八子阿魯、第九子阿魯孛山【改作阿里布】。15
 

本段的小字夾註，用字改易的部分應是清代刊刻所增，事實補述之處則疑為苗耀

自注。由於本段的小字夾註並無太多疑慮，暫且略過不論。 

 

可以看到雖然皆是根據《神麓記》，但是《要錄》與《會編》的敘事筆法與

內容有其差別。考量編撰體例，《會編》文句應是單純摘抄而得，如與原本《神

                                                 
14

 徐規，〈校勘記〉，文收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 19，頁 869，註 7。 
15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8，頁 5 下-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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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記》有差，當為刪節或抄錄誤失所致，所見文句應無大量變動。相對而言，《要

錄》應有改寫。具體比較後，諸子數量部分，《會編》留有 9 人，但《要錄》刪

成 8 人。所刪者為「第八子阿魯」，此應《金史》所見女真名阿魯的宗強，亦是

《神麓記》另處所記之「兀朮親弟燕京留守紀王阿普」。16此時，《神麓記》原本

之阿骨打諸子整體面貌的介紹，乃是可見之宋人系統性描述中最為全面者，其中

已經說出了所有理論上之宋人「可見者」。人名書寫部分，有者《要錄》並未改

易，如宗浚、宗朝、宗傑、宗雋、宗幹、宗弼等 6 名，皆為漢名。有者《要錄》

改易了。改易方式有四，一是以漢名取代女真名，如「阿魯孛山」，《要錄》改作

宗敏且略其女真名；二是補入女真名，如宗幹補入了「固倫」，宗輔補入了「窩

里嗢」或「諤爾昆」，宗俊則補入了「婆盧火」或「博勒和」；三是刪去女真名，

如宗朝，《要錄》便無「蒲陽虎」之述；四是更易漢名，如「宗堯」改為宗輔。

又有「聖果」與「勝果」的變化，不過此處可能只是版本問題而非兩書差異。最

後，關於排序，《神麓記》原本有所說明，但是《要錄》放棄不言了。 

 

對於諸子漢名的介紹，從《神麓記》到《要錄》、《雜記》，由於紀錄人數的

縮減，加上從《神麓記》「宗堯」到《要錄》「宗輔」，以及從《要錄》的「宗浚」

與「宗幹」改為《雜記》的「宗俊」與分「宗幹」為「宗幹」、「宗秀」兩人等的

調整，可見相關認識不斷變動。但同時，在不變之處，尤其是以「宗傑」稱宗望，

又使得此三書，精確地說是苗耀與李心傳的記載，呈現出了一個紀錄譜系，因為

此一處理目前僅有兩人著作可見。另一方面，李心傳編撰《要錄》時，其實已經

得知《金太祖實錄》記「二太子名宗望」，不過最終李心傳仍採《神麓記》之說，

認為宗望乃完顏昌（？-1139）之子，《金太祖實錄》記錯了。17李心傳的別出心

裁，目前已難探求其因，但至少可知李心傳相當信任《神麓記》。 

 

與《雜記》相較，《要錄》多了母親的敘述。關於此處內容，對比《會編》

摘抄的《神麓記》，又見《要錄》有所調整。簡言之，《會編》所引《神麓記》，

除了宗幹，餘人皆是清楚說明母親地位或名號，如正室、繼室、賢妃、德妃，而

且單就母子關係而言，也是基本吻合《金史》記載，於是便能即刻辨識出「正室」

當為唐括氏，「繼室」當為紇石烈氏（？-1136），「賢妃」當為僕散氏，「德妃」

                                                 
16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97，頁 2 下。 
17

 李心傳考辯小註，見氏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頁 11，內言「《金太祖實錄》云：『二

太子名宗望。』案：宗望乃達蘭子，恐誤，今從苗耀《記》。」《神麓記》記宗望為完顏昌子，

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97，頁 8 上，內言完顏昌有三子，分為宗武、宗旦、宗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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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為烏古論氏。當然此間仍有誤差，對照《金史》，《神麓記》互換了賢妃與德妃

的名號，宗輔之母僕散氏當為德妃而非「賢妃」，宗弼之母烏古論氏當為賢妃而

非「德妃」。18相對而言，《要錄》就言嫡不言庶，兩妃之子均改作庶子說明。19
 

 

 

 

四、《金虜圖經》與《松漠紀聞》 

 

藉由《會編》或《要錄》的摘引與註解，可知類似《神麓記》描述金國事蹟

的南宋著作並不罕見。其中也有一些著作留有阿骨打諸子的系統描述，除了《神

麓記》外，又有《金虜節要》、《松漠紀聞》、《金虜圖經》等三部，現今《松漠紀

聞》仍有單行本，其餘三部則已亡佚。 

 

《金虜節要》，又稱《金國節要》，作者張匯，原為宋人，曾於靖康元年（1126）

入金，紹興十年（1140）逃歸。據陳樂素推測，《金虜節要》或為張匯歸宋不久

後進呈朝廷之作，如此則成書時間約為紹興十年（1140）或稍晚。20《松漠紀聞》，

作者歷來皆繫洪晧（1088-1155），唯依其長子洪适（1117-1184）、次子洪遵

（1120-1174）在《松漠紀聞》跋文所示，本書乃是洪晧貶居南方之時，偶而「談

及遠事」，由諸子「操牘記其一二」。21於是嚴格來說，本書當為洪晧口述，諸子

筆錄。不過本書全載洪晧在金見聞，諸子筆錄亦是謹慎，視為洪晧撰述亦無不妥。

洪晧，建炎三年（1129）使金遭留，紹興十三年（1143）被放歸宋。22《松漠紀

聞》，內分正編、續編、補遺三部分，正編與續編為紹興二十六年（1156）由洪

适編成，補遺則在乾道九年（1173）由洪遵輯出。至於筆錄時間，應是洪晧南貶

之時，大約即紹興十七年（1147）至二十五年（1155）之間。《神麓記》，作者苗

                                                 
18

 天會十三年熙宗即位後，二月，「追諡太祖后唐括氏曰聖穆皇后，裴滿氏曰光懿皇后。追冊太

祖妃僕散氏曰德妃，烏古論氏曰賢妃」。見元˙脫脫等撰，《金史》，卷 4〈熙宗本紀〉，頁 70。 
19

 傅朗雲曾指出《要錄》在引用《神麓記》留存〈世宗即位大赦改元詔〉的過程中，刪削了對

於太宗諸子人名官爵的說明，「可能由於時人均知，無須贅言」。見傅朗雲編注，《金史輯佚》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頁 28。從《要錄》對於《神麓記》的改寫所見，此類刪削

或許另有原因。 
20

 張匯生平與《金虜節要》梗概，詳參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頁 293-294，文刊《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 本第 2、3 分（1936.1），頁 193-341。 
21

 《松漠紀聞》的成書與刊行經過，詳參洪适、洪遵書跋，見宋˙洪晧，《松漠紀聞》（全宋筆

記第 3 編，張劍光、劉麗整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頁 138-139、141-142。 
22

 洪晧生平詳參外山軍治，〈松漠記聞の著者洪皓について〉，文收氏著，《金朝史研究》（京都：

同朋社，1964），頁 629-654。在金活動，詳參趙永春，〈洪皓使金及其對文化交流的貢獻〉，《松

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1 期（四平：吉林師範大學，1997.1），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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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其人生平不詳，薛瑞兆推測為歸正人，劉浦江進一步指出當為金世宗

（1123-1189，1161 年即位）時期入宋。23《神麓記》的成書時間並無具體紀錄，

但因《會編》有收，殘存佚文也有留下大定二年（1162）完顏亮（1122-1161，

1150 年即位）名號遭貶之事，估計當為宋孝宗（1127-1194，1162-1189 在位）時

期成書。24《金虜圖經》，又名《金圖經》、《金國志》、《金虜志》、《金志》。25作

者張棣，疑為遼地漢人，約為 1190 年代前後來宋。26《金虜圖經》的成書時間

亦無紀錄，由於《會編》有收，殘存佚文的記事時間下限為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

估計或是紹熙（1190-1194）後期成書。27
 

 

以上四書，依其成書早晚分別為《金虜節要》、《松漠紀聞》、《神麓記》、《金

虜圖經》。四書均見《會編》大量摘引，不過最晚出的《金虜圖經》對於阿骨打

諸子的系統描述並未見於《會編》的摘引，而是留存於《要錄》，其述如下： 

【張棣《金國記˙世系篇》：「（英格）〔楊割〕長子（阿骨打）〔阿

古達〕生四子：宗幹，亮之父；宗浚，亶之父；宗輔，褒之父；宗弼，

即（烏珠）〔兀朮〕。】28
 

本段原為小字夾註，繫於《要錄》紹興九年（1139）七月金朝天眷政爭的敘述之

後，李心傳註釋原欲考辯諸書對於政爭涉入者身分說明的正誤，於是所引張棣文

字又含吳乞買諸子的介紹，由於並非本文觀察重點，本文並無引用。《要錄》指

出本段出自《金國記》的〈世系篇〉，《金國記》即《金虜圖經》異名，前人考辯

已詳。〈世系篇〉僅見此處，無法藉由其他資料比對，觀其篇名，理論上會是一

                                                 
23

 詳參薛瑞兆编著，《金代藝文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1363；劉浦江，〈關於金朝

開國史的真實性質疑〉，頁 7。不過目前未見明言苗耀為歸正人的記載，由於薛、劉兩位先生

並未引證，此說或是根據書中內容推斷。 
24

 《神麓記》記有「海陵煬王」，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241，頁 5 下。完顏亮遭

諡為煬，降封海陵郡王，見元˙脫脫等撰，《金史》，卷 5〈海陵本紀〉，頁 117。 
25

 《金虜圖經》研究，詳參三上次男著，葉潛昭譯，〈張棣金國志即金圖經的探討〉，文收宋史

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4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69），頁 17-28；傅朗雲，〈張棣《金

圖經》雜考〉，《北方文物》，1987 年第 2 期（哈爾濱，1987.5），頁 91-92；劉浦江，〈范成大

《攬轡錄》佚文真偽辨析〉，文收氏著，《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 402-414。 
26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5，

頁 140 記張匯為「淳熙中歸明人」。「歸明人」一語，在宋常指遼地漢人。張棣歸宋時間，劉浦

江指為金大定末年，孫建權指為宋紹熙年間，分見劉浦江，〈范成大《攬轡錄》佚文真偽辨析〉，

頁 413-414；孫建權，〈關於張棣《金虜圖經》的幾個問題〉，《文獻》，2013 年第 3 期（2013.3），

頁 133-139。 
27

 《金虜圖經》記事時間下限的考辯，詳參孫建權，〈關於張棣《金虜圖經》的幾個問題〉，頁

132-134。 
28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30，頁 2439。（）內之四庫改譯人名，見宋˙李心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 130，頁 3 下-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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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於女真宗室世系較為全面系統的紀錄，然而單就《要錄》所引內容而言，問

題卻是極大。簡言之，阿骨打諸子的介紹實在過於殘缺，竟連宋人周知的宗望亦

不在其中。此時，頗令人疑慮李心傳是否曾對本段內容刪削調整。前述透過《要

錄》引用《神麓記》的分析，可知《要錄》的引用可能會以改寫的形式呈現，考

量本段敘述的省簡，李心傳或有大幅改寫。然而即便大幅改寫，李心傳的調整似

乎有其極致，原則或是「可刪不可改」。例如《神麓記》的改寫，除了人名書寫

的變化外，主要便是刪除了《神麓記》原本三處的敘述，即子嗣排序、第八子阿

魯、以及最初的「太祖九子」之述。此一調整又是連動關係，刪除阿魯卻保留「太

祖九子」與子嗣排序之述，不免矛盾，自然必須一併處理。此時，處理之法或可

逕自將「九子」改為「八子」，將宗敏改成為第八子以符合刪削阿魯敘述後的結

果，但是李心傳並未如此。這顯示了李心傳的改寫，文字上可能有變動，敘述可

能更精簡，然而已引之處應當還是維持原本的具體情節。回歸《金虜圖經》，《要

錄》所引之處，或許人名書寫也會類如改寫《神麓記》一般地調整，但是其中的

親屬關係與「阿骨打生四子」之說，李心傳應無改易。只是如果如此，即便四子

事蹟並無問題，但對諸子數量的敘述，以系統性描述所見，扣除僅是摘引諸書的

《會編》，《金虜圖經》雖是《要錄》之前現存最晚成書的著作，其四子之說卻是

最背離於一般認識的說法。 

 

《金虜圖經》的訊息極為簡單，已是本文討論範圍的邊陲，不過因為仍有全

面介紹阿骨打諸子的形樣，便也略作觀察。相對而言，《松漠紀聞》等書的敘述

便較豐富。《松漠紀聞》的敘述，其狀如下：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

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

南歸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為兗王、太傅、領尚書省事。

長子固碖【力本切】，側室所生，為太師，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

曰三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為越王，行臺尚

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自固碖以下，皆為奴

婢。繩果死，其妻為固碖所收，故今主養於固碖家。及吳乞買卒，其子

宋國王與固碖、粘罕爭立，以今主為嫡，遂立之。29
 

本段敘述《會編》亦有收錄。30對照兩者，出入不大，正文的差異僅有兩處，一

                                                 
29

 宋˙洪晧，《松漠紀聞》（全宋筆記第 3 編，張劍光、劉麗整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頁 116-117。 
30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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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碖」，《會編》作「固『倫』」，二是「第三曰三太子」，《會編》作「『弟』

曰三太子」。另外，《會編》摘引止於「自固碖以下皆為奴婢」一句，「繩果死」

以下省略。整體而言，《會編》摘抄相當確實，以下討論遂也無須特意對照比較

兩書，專依單行本《松漠紀聞》為論即可。 

 

《松漠紀聞》記阿骨打有八子，依序為「固碖」、「二太子」、「三太子」、「四

太子」兀朮、繩果、蒲路虎、「燕京留守易王之父」、「邢王」，其中又各自介紹他

們的官爵、事蹟及其母親。與《金史》比對，除了「邢王」外，《松漠紀聞》所

述依序或為宗幹、宗望、宗輔、宗弼、宗峻、宗雋、宗傑。以上，「固碖」即宗

幹、「二太子」即宗望、「四太子」即宗弼、繩果即宗峻，此 4 人狀態較為清楚，

唯有細節仍待確認。「固碖」之述，如對照《金史》，則「領尚書省事」應為領三

省事，「涼國王」恐為梁宋國王之誤。又，金朝爵制未見「涼」國號。31「二太

子」，《松漠紀聞》未言其名，但「二太子」乃宋人對於宗望之習稱，且因曾任東

路元帥並封許王，應即宗望。至於兀朮與繩果，除了排序外，其餘事蹟並無疑慮。 

 

剩餘 4 人的描述與《金史》紀錄的關係就比較複雜。「第三子」，《松漠紀聞》

記其身份特徵有「三太子」、「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由於「左元帥」當為

「左副元帥」的省稱，曾任此職者，《金史》記有宗輔、宗翰、昌等 3 人，後兩

人見於《松漠紀聞》頗多，描述區隔明顯，加以「三太子」亦是宋人對於宗輔的

習稱，因此「第三子」應即宗輔。但如此，「與四太子同母」之述便與《金史》

所載不合。「蒲路虎」，《金史》曾載宗雋與宗望同母，宗雋又於天眷二年（1139）

曾任太保、領三省事並進封兗國王，由於諸多特徵相符或相近，「蒲路虎」應即

宗雋，只是《松漠紀聞》所記，「太傅」當是太保，「領尚書省事」應為領三省事。

另外，《松漠紀聞》有載「蒲路虎」事蹟，有學者曾釋此「蒲路虎」為宗磐。32不

過本則事蹟發生於「蒲路虎」任職東京留守之時，《金史》未見宗磐擔任此職，

但見宗雋天會十四年（1136）曾任，再加上前述《松漠紀聞》的敘述習慣，因此

故事主角當為宗雋，非宗磐。「第七子」，《松漠紀聞》記其身份特徵有「正室生」、

「燕京留守易王之父」，《金史》記宗峻、烏烈、宗傑三人同母，宗傑長子奭（？

-1143）亦曾任燕京留守，於是「第七子」應為宗傑。33但如此，《松漠紀聞》記

                                                 
31

 金代封爵國號，見金˙張暐等撰，《大金集禮》（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書局刻本，台北：藝文印

書館，1964），卷 9〈親王公主〉，頁 1 上-1 下。 
32

 事蹟所在，見宋˙洪晧，《松漠紀聞》，頁 126-127。學者所釋，見宋˙洪晧撰，翟立偉標注，

《松漠紀聞》（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頁 32 註 1。 
33

 完顏奭事蹟，見元˙脫脫等撰，《金史》，卷 69〈宗傑傳〉，頁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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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顏奭為易王，便與《金史》所記「鄧王」不合。又，金朝爵制未見「易」國號。

至於「打毬墜馬死」之第八子，扣除掉前述 7 人，宋人「可見者」僅餘宗強與宗

敏。《松漠紀聞》又載第八子為燕京留守、邢王，《金史》中，宗強曾任燕京留守，

曾封紀王與衛王，宗敏無燕京留守之任，但見封為邢王，《松漠紀聞》對於兩人

之職銜與爵名乃各自擇一而載。唯「打毬墜馬死」一說，《金史》中，宗敏乃於

皇統九年（1149）遭海陵王所害，宗強則於皇統元年（1141）逝世而死因不明。

34考量宗敏死因清楚，「打毬墜馬死」或是洪晧聽聞的宗強死因。據此，或許《松

漠紀聞》的「第八子」即宗強，但其爵位為宗敏所有。 

 

最後，《松漠紀聞》本段不書漢名，但有「宗幹」、「宗雋」曾於其他篇章出

現。「宗幹」，《松漠紀聞》以之為粘罕漢名；「宗雋」，出現於《松漠紀聞》引錄

韓昉所撰〈誅宋兗諸王詔〉之中，此「宗雋」即是《金史》之宗雋，惟《松漠紀

聞》僅有引錄詔文，並未說明其人身份。35
 

 

 

五、《金虜節要》 

 

最早成書的《金虜節要》，其阿骨打諸子的描述詳見如下： 

《節要》曰：阿骨打【改作阿固達】有子十餘人，今記其八。曰阿補【改

作阿巴】，二曰室曷【亶父○室曷改作實格】，三曰沒梁虎【與室曷同

母，正室所生○沒梁虎改作摩囉歡，注室曷改作實格】，四曰窩里孛【人

呼作二太子，兩寇京城者○窩里孛改作斡里雅布，注寇改作攻】，五曰

窩里嗢【人呼作三太子○窩里嗢改作鄂勒歡】，六曰兀朮【人呼作四太

子○兀朮改作烏珠】，七曰窩里混【人呼作五太子，號自在郎君○窩里

混改作鄂爾和】，八曰阿魯保【邢王○阿魯保改作阿里布○舊校云：按

諸書所載，多與《金史》互異，蓋傳聞之誤。】36
 

本段的小字夾註，用字改易應是清代所增，「舊校云」則為後世刊刻增入，事實

補述之處則疑為張匯自注。本段敘述，可以注意到此 8 人均以漢譯女真名稱之，

                                                 
34

 宗強逝世時間，〈熙宗本紀〉記為皇統元年六月甲午，本傳記為皇統二年十月。見元˙脫脫等

撰，《金史》，卷 4〈熙宗本紀〉，頁 77；卷 69〈宗強傳〉，頁 1604。由於並無其他紀錄可供確

任，便暫以本紀所載為準。 
35

 宋˙洪晧，《松漠紀聞》，頁 117。 
36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8，頁 6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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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松漠紀聞》同。此狀或許反映了至少在宋高宗年間，女真人的漢名仍未廣

為流傳，只是不清楚這個流傳的侷限，是金朝已經普遍使用但宋朝尚未跟隨，還

是金朝仍然習慣繼續使用女真名。再者，亦可留意本段敘述開首即有「阿骨打有

子十餘人，今記其八」的說明。目前所見，宋方文獻皆未言及阿骨打尚有「可見

者」以外的子嗣，唯有《金虜節要》在說明紀錄對象之前，開首便交代了整體數

量可達十餘人。這種理解，也使得《金虜節要》頗為貼近《金史》的說法。 

 

稍後，《金虜節要》記有 8 人，依序為阿補、室曷、沒梁虎、窩里孛、窩里

嗢、兀朮、窩里混、阿魯保，其中又以小註介紹各自的別號、事蹟及其母親，但

是說明因人而異，並不整齊。藉由僅有的介紹對比《金史》所載，第一，「室曷」

為亶父，應即宗峻；第二，「沒梁虎」與室曷同母，猶如前述《松漠紀聞》的討

論，應即宗傑；第三，「窩里孛」兩度領兵攻汴，應即宗望；第四，「窩里嗢」，

僅知為「三太子」，由於此名乃為宋人對於宗輔之慣稱，加上《要錄》所引其餘

《金虜節要》的篇章中，「窩里嗢」記載甚多，諸如「建炎二年秋窩里嗢既破五

馬山寨」等敘述皆能明白對照宗輔事蹟，因此「窩里嗢」當宗輔。37不過，《金

虜節要》曾記熙宗即位時曾封窩里嗢為冀國王，但《金史》記冀國王乃是皇統六

年（1146）宗輔逝後追進。38由於先前曾經推估《金虜節要》疑是成書於紹興十

年（1140）或之後不久，此處若非僅是誤記，便需留意《金虜節要》成書時間或

可往後推估。以上，加上即為宗弼的「兀朮」，5 人身份已經清楚。 

 

其餘 3 人便需較為勉強的推論。首先，人稱「五太子」而號為「自在郎君」

的「窩里混」，其「自在郎君」名號之說僅見三處，即《金虜節要》、《大金國志》、

《釋氏稽古略》，但《釋氏稽古略》乃引《大金國志》，《大金國志》應是直接或

間接抄襲《金虜節要》，三書同源，無法進一步追索。39「五太子」亦是罕見。

宋人文獻常以「某太子」稱呼阿骨打諸子，此由《松漠紀聞》與《神麓記》可知，

其他記載亦是常見。這些「太子」稱謂的產生源由不明，亦非官方名銜，但在金

宋往來初期，似乎已為宋朝民間慣用語。40二、三、四太子的使用相當普遍，單
                                                 
37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20，頁 9 上。宗輔攻克五馬山，見陶晉生，〈南宋信王榛

抗金始末〉，頁 28-29，文收氏著，《邊疆史研究集——宋金時期》，（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1），頁 24-32。 
38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66，頁 5 上。 
39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2〈太祖武元

皇帝下〉，頁 31；元˙釋覺岸，《釋氏稽古略》（）卷 4，頁 887。 
40

 岳鵬曾推測，「太子」稱謂乃是源自女真人內部的尊稱，稍後才傳至北方漢人及南方宋人。此

一推論，岳文並無佐證，本文遂無採取。岳鵬說法，詳參氏著，〈宋人所记金初「太子」辨析〉，

《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34 卷第 4 期（唐山：2012.7），頁 51-55。至於官方用語，以現存宗



14 

 

就《松漠紀聞》與《神麓記》所見，可知即為宗望、宗輔、宗弼，關係頗為明確。

不過「五太子」就少有使用，《會編》中除了《金虜節要》外，另一處則見於王

若沖的《北狩行錄》，內載太子「幹屋歡」要求徽宗獻送兩名內侍，徽宗君臣討

論時便以「五太子」稱此人。41此事熊克《中興小曆》亦載，其事極多雷同，當

也是改寫自《北狩行錄》，其中五太子人名四庫本改譯為「烏拉罕」後，曾於小

註指明原名為「斡离歡」。42又，文淵本《會編》清人改譯「幹屋歡」為「鄂爾

和」，許涵度本《會編》之「幹屋歡」疑作「斡屋歡」。除了《金虜節要》與《北

狩行錄》外，便未見「五太子」之號。不過如果考量阿骨打「可見」諸子中，扣

除掉已被稱為「太子」者，以及常有記載卻未見被繫以「太子」之號的宗幹與宗

峻，依《金史》所記輩次，「五太子」恐是宗雋。再者，由於「邢王」之爵，「阿

魯保」或即宗敏。但因《松漠紀聞》曾有混淆宗敏與宗強的前例，因此也擔心《金

虜節要》之邢王實為宗強。最後，開首的「阿補」大概就是宗幹了。 

 

《金虜節要》的討論，已經開始藉由兄弟排序與漢譯女真名判斷，不過欲以

這兩種特徵辨識身份，必須承認其實甚為危險。關於排序，部分研究視《金虜節

要》的排列為兄弟順序，但未必如此。43前引宋人文獻，《雜記》、《神麓記》、《松

漠紀聞》等諸書的排序確實即為兄弟排序。《神麓記》與《松漠紀聞》乃是明言

「第幾子」，狀況清楚；《雜記》敘述諸子時，首名先言「其長曰」，而後再言「次

曰」，長次之說亦是明白。但在《金虜節要》中，雖有「二曰」、「三曰」等次序，

可是先前既未說明排列依據，於是「二」、「三」之次亦可為方便行文而言。進而

譬如第三「沒梁虎」，其人置此可能便是僅為方便與前一子「室曷」連結介紹所

致，蓋兩人皆正室所生。另一方面，由於《雜記》與《神麓記》將「宗傑」記為

第三子，因此《金虜節要》將應為宗傑之「沒梁虎」置於第三人介紹，似乎不但

                                                                                                                                            
望與宋交涉的書信所見，宗望自署與宋朝回稱皆用「皇子」一語，如天會四年（靖康元年，1126）

正月宗望致書宋欽宗便自稱「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离不」，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卷 30，頁 7 下。其餘書信，詳見金˙佚名編，金少英校補，李慶善整理，《大金弔伐錄校補》

（北京：中華書局，2001）的收錄。《大金弔伐錄》所收文件中，僅有一份稱宗望為「太子元

帥」，然而此份文件乃是太學生徐揆等人的獻書，為民間所發，不屬官方文書。徐揆獻書原載

宋˙王明清，《揮麈錄》（上海書店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61 年點校本增補，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2001），後錄，卷 4，頁 100-101。 
41

 王若沖《北狩行錄》，《要錄》原作「蔡鞗【若沖】狩行錄」，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卷 211，頁 2 下。本書作者詳情，見薛瑞兆編著，《金代藝文敘錄》，頁 1293-1295。 
42

 宋˙熊克，《中興小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頁 4 上。又，點校本《北狩行錄》則作

「餘屋歡」，「餘」字疑誤。點校本見《全宋筆記》，第 4 編第 8 冊（程郁、余珏整理，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8），頁 87-97。 
43

 辛更儒便認為《金虜節要》乃是兄弟排序，並依此推論阿骨打諸子之序列關係，詳參氏著，〈有

關完顏宗弼（兀朮）生平和評價的幾個問題〉，頁 131，文刊《學習與探索》1993 年第 6 期，

頁 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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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了《金虜節要》認為宗傑乃是第三子，又可確認《金虜節要》的敘述順序也

是兄弟排序。不過此一說法，尚須留意《雜記》與《神麓記》的「宗傑」其實均

是宗望，《金虜節要》之「沒梁虎」與《雜記》與《神麓記》的「宗傑」其實不

同人。總之，《金虜節要》所記阿骨打諸子，雖然多數也依兄弟排序，可是不能

逕言文中排序全為兄弟順序。至於漢譯女真名的利用，比起兄弟排序可能更為危

險。此一討論，除了受限於現今對於女真語音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者本身的女

真語文能力外，涉及到宋人文獻的部分，更麻煩的問題或許在於宋人文獻的存留

狀況。簡言之，現存的宋人文獻，多數已經不易尋得原本面貌，其中又有多數僅

能利用清朝大幅改寫後的版本，於是問題已經不是紀錄內容，而是紀錄的本身。

這種文獻條件，使得漢譯女真名的分析，如欲細密，之前便需先對涉及文獻的所

有版本進行全面的比對，若無如此，不免擔心後續解釋僅是砂上築屋。基於以上，

本文辨識諸子身份時，便盡量避免只以兄弟排序與漢譯女真名為依據，討論時也

排除了諸書對於漢譯女真名張冠李戴現象的說明。 

 

即便如此，或許還是簡單說明初步觀察成果。如果《金虜節要》之阿骨打諸

子與《金史》所載的對應關係有如前述，則諸子之漢譯女真名，《金虜節要》所

記確實與《金史》有所落差。不過，如以所有曾經針對阿骨打諸子進行系統性描

述的宋人記載所見，兩書的記載落差似乎相對有限。下表為其比對狀況。 

節要 阿補 室曷 沒梁虎 窩里孛 窩里嗢 兀朮 窩里混 阿魯保 

金史 斡本 繩果 沒里野 斡魯補 訛里朵 兀朮 訛魯觀 阿魯孛山 

漢名 宗幹 宗峻 宗傑 宗望 宗輔 宗弼 宗雋 宗敏 

表中第一列即《金虜節要》之名，第二列為《金史》之名。宗望與宗弼，《金史》

記有多種女真名，宗望又稱「斡离不」，宗弼又稱「斡啜」、「斡出晃」、「斡出」，

本表僅列較具代表性之名。 

 

 

六、結論 

 

以上共比對《雜記》、根據《神麓記》所改寫的《要錄》（以下僅稱《要錄》）、

《神麓記》原本（以下僅稱《神麓記》）、《金虜圖經》、《松漠紀聞》、《金虜節要》

等 6 種宋人文獻。在與《金史》對照之後，關於諸子數量的記載，《金虜圖經》

記 4 人，《雜記》記 7 人而實為 6 人，《要錄》、《金虜節要》、《松漠紀聞》均記 8

人，《神麓記》記 9 人，就此所見，《神麓記》記載最全，其名單也是宋人「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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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全部。關於各書之諸子記載狀況，詳見下表所示： 

 雜記 要錄 神麓記 金虜圖經 松漠紀聞 金虜節要 

宗幹 ◎◎ ◎ ◎ ◎ ◎ ◎ 

宗望 ◎ ◎ ◎  ◎ ◎ 

宗峻 ◎ ◎ ◎ ◎ ◎ ◎ 

宗輔 ◎ ◎ ◎ ◎ ◎ ◎ 

宗弼 ◎ ◎ ◎ ◎ ◎ ◎ 

宗傑  ◎ ◎  ◎ ◎ 

宗雋  ◎ ◎  ◎ ◎ 

宗強   ◎  ◎  

宗敏 ◎ ◎ ◎   ◎ 

此表可見阿骨打前五子大致均有收錄，未收全者為《金虜圖經》與《雜記》，前

者未言宗望，後者宗幹分作兩人陳述。在《金虜圖經》部分，觀察重點或許不僅

是確認本書記載最是殘缺，應宜留意《要錄》的引用或《金虜圖經》的記述，究

竟是何背景形成了如此的結果。尤其是宗望的記載，由於大量參與征戰，更是攻

宋兩大將領之一，金宋兩地官民多是熟知宗望事蹟，缺漏不免引人好奇。猜測其

因，是否《要錄》對於引書文句的刪削處理將比本文觀察推測嚴重？或許由於《要

錄》引用《金虜節要˙世系篇》乃是為了說明天眷政爭，因為宗望早逝不涉其中，

便直接刪除不引，同時也改易子嗣數量的說明。不過此一作法，顯然帶出更為嚴

重的問題，即《會編》小註所引文句，是否可以輕信即為原書文句？如非，以之

考辯史實是否需要更多的質疑與確認？再者，如果《金虜圖經》真是未言，則〈世

系篇〉的創作是否仍有未知，而卻導致不言宗望的背景？ 

 

至於《雜記》將宗幹分作兩人的狀況，意義或是在於可以提醒南宋在金國事

實敘述之中的侷限。李心傳著史已是謹慎，著述時間也已距離阿骨打諸子時代甚

遠，當年各種撲朔迷離的虛假消息理當已經逐漸消散。事實上，透過李心傳在《要

錄》、《雜記》中的考辯，許多虛實難辨的疑雲也確實獲得釐清，但在考辯中，是

否有可能部分內容走向了更有疑慮的調整？進而連同諸子數量一併觀察，李心傳

的陳述範圍一直處於縮減的狀態，此一狀態不但是基於對照前人記載所見，也是

根據李心傳本身書寫而得。又因為所記皆是「可見者」，是否也代表宋人對於可

知的金初女真宗室活動，其整體認識也在縮減？不過此一縮減恐怕不一定是認識

環境的客觀變化。值得注意的是，《要錄》小註曾經引用金朝官方撰寫之《金太

祖實錄》加以考辯，相關引文又曾出現在更早成書而也為《要錄》參考的《會編》

之中。然而《會編》引文，有段敘述並未獲得《要錄》採用，即阿骨打終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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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妃，十有六子」。44《會編》曾引，是以《要錄》應能見悉，李心傳應知金

朝官方書寫已經明白指出阿骨打共有十六子。此外，又有前述提及之不採《金太

祖實錄》「二太子名宗望」之說，也見李心傳的考量，似乎儘管是《金太祖實錄》，

也要經由考辯才能定奪。另一方面，即便李心傳介紹僅是針對「可見者」而言，

是以並無說明「十六子」的必要，而根據介紹諸子最為全面的《神麓記》為依據

亦有其道理。但是從《要錄》改寫到《雜記》彙整，最終的成果卻反而未達《神

麓記》之全面。整體而言，紀錄縮減的原因或許是李心傳本身的判斷，而在判斷

中，卻存在著現今所見可能會影響紀錄合理性的取捨原則。 

 

討論金代史實，宋人文獻絕對可以縫彌補闕，此點可以完全肯定。只是如何

縫補，似乎需要更為留意宋人文獻亦有侷限，紀錄留存的曲折仍須進一步辨析。

再者，宋人文獻自有記載原則，現今所見，許多的取捨調整可能反而造就了背離

「真相」的結果。另一方面，雖然其中部分可能是刻意為之，有意地使成果形成

錯誤虛假的存留，但同時，是否有部分書寫者其實已經盡力，他們還是想要努力

地留存「真相」，只是各種條件的侷限，終將使得越是努力，越是遠離可能的真

實面貌？關於後者，自是不能妄加貶抑，惟可進一步地留意其中書寫環境與真相

認知之間的關係。 

                                                 
44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8，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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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將此現象解釋成為「退化」，不如留意需求環境與認識發展的關係，就目前
所見，李心傳的改寫或是其他宋人文獻的描述，內容的取捨與南宋環境的關係
，仍可繼續觀察。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