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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民族起源與形成
徐慧芳

摘 要

在西方出版的百科全書，有關哈薩克族的詮釋為突厥族分支，屬游牧部落，

游牧於大草原以守獵為生。而根據中國「史記」、「漢書」中，則稱為烏孫；「唐

書」為葛薩、可薩及元朝皇帝成吉思汗等的大漠英雄模樣。不可諱言，哈薩克

在中亞歷史發展的洪流中有其關鍵作用，尤在精神文明方面堪稱燦爛非凡。我

們可以確定，早在十四至十五世紀期間，「哈薩克」係該族族名，此一名詞顯然

經過很長歷史演變方於焉形成，起初或只是標誌古代部落聯盟，或某一民族稱

號，或一個地理名稱。至於這個名詞的語義，咸認為白天鵝傳說中的「英勇」

和「自由人」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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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Если кто-либо в поисках сведений о казахах обращался к западным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м, изданным до 1992 года, то он смог узнать оттуда, что казахи 

произошли от тюрок, принадлежат к кочев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и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были 

искусными охотниками Великой степеи. Такое толков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общепринятым на Западе.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Казахстан играет 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а его история имеет значителььный и 

яркий контакт, особенно в области духов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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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民族起源與形成

經由人類制度與文化可以瞭解過去比較現在，進而可預測未來。所以由歷

史軌跡去勾勒並分析未來的前景，如此就能掌握其發展的脈動。

哈薩克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除了哈語有限資料外，在西方出版的百科全書，

有關哈薩克族的詮釋為突厥族分支，屬游牧部落，游牧於大草原以守獵為生。

而根據中國「史記」、「漢書」中，則稱為烏孫；「唐書」為葛薩、可薩及元朝皇

帝成吉思汗等的大漠英雄模樣。不可諱言，哈薩克在中亞歷史發展的洪流中有

其關鍵作用，尤在精神文明方面堪稱燦爛非凡。

從 1991 年底，前蘇聯瓦解，國協體成立，經濟復甦乏力，中亞的經濟除依

賴既有的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產業外，基本上中亞各國經濟推展上仍然有

非常有限。政治上的動盪，如塔吉克的內戰直到 1998 年才漸漸平息下來，2002

年土庫曼總統在境內受刺未果，俄羅斯劇院遭受恐怖攻擊；2003 俄羅斯小學遭

受攻擊；以 2004 年底烏克蘭顏色革命開始；2005 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的動盪，

雖然一直有人擔心下一個會不會是哈薩克，但我們從地緣的位置來看，包括美

國、中國、俄國三大國均不願看到類似情況；以歷史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哈薩

克民族起源和形成過程中，其歷史文化傳承的影響對哈國領導人及人民特質的

影響，他們具有勇敢和愛好和平的民族特色，巧妙的避開了在中亞地區和周邊

國家的政治惡鬥洪流，此也可以從哈薩克民族起源與形成得到答案。

「哈薩克」名詞的意義及其起源

在談論哈薩克談爭取獨立的長期過程的同時，我們必先弄清哈薩克族在歷

史上究竟扮演過何種角色，通過對「哈薩克」一詞起源的探討，可以詳盡闡述

這個民族的形成過程和當時的歷史情勢。關於「哈薩克」一詞的起源還沒有一

個統一的意見，至今還流行著各種各樣的傳說和一些歷史學家的各種不同論

斷，有些學者認為這一名詞具有社會意義，說它是部落分崩離析後所產生的，

還有些人說它是十五世紀五、六○年代以哈薩克蘇壇加尼別克烈依為首的部落

聯盟之總稱，在五冊「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史」中說，哈薩克民族是在十四至十

五世紀形成的1在另外一部「哈薩克古今通史」中更具體地指出了哈薩克民族的

形成是在十五世紀後半期，是當時生存在哈薩克斯坦領土內的時候，就以「哈

1《哈薩克蘇維埃聯盟共和國通史》努赤甫別克夫等編著，阿拉木圖，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第二集，第二五
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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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為名所形成的民族2。那麼，這樣看來「哈薩克」這一名詞就是這一民族的

直接稱呼，現在讓我們根據詞源學，語義學對「哈薩」一名詞作詞源上的分析

與研究吧。

詞源的產生

中國古代年鑑─「史記」3和「漢書」4中也有關於「烏孫」烏魯斯（或稱「阿

素」）部族的記載，其語韻與「哈薩」一語相近，除此之外，他們認為烏孫是哈

薩克族古老的鼻祖5。中國的學者們也將「烏孫」和「哈薩克」兩個名詞併為一

談，他們認為這個名詞的起源正就是紀元前二世紀的古代烏孫6。

哈薩克學者占烏札闊夫也確定「哈薩克」這一名稱在高加索突厥系族年譜

中以人種詞源學的形式出現，從六世紀初到十一世紀這一悠長的時間裡，這一

名詞在其他突厥系民族中也被沿用7。

在中國「唐書」中也可以找到「葛薩」「可薩」等名稱，這是「哈薩」的同

音異字，「唐史」裡也有關於波斯的記載，說波斯東接吐葫蘆和康里，北部毗連

名謂「葛薩」的民族8。如果根據這個說法來分析，那麼「哈薩」（或「葛薩」）

一名詞，我們雖可在中國、阿拉伯、波斯、拜占庭、俄國和蒙古的詞源學中發

現許多像「葛薩」「可薩」「阿薩」「克塞」……等的同音語，卻很難找到這些同

音異字的異義或者是另外一種解釋，除去語言不同的特點和字法詞態的獨特

性，在發音中聽來仍然是同一名詞，所以要研究「哈薩」這一名詞的起源時，

必定要分辨這一名詞記載的時間，必須考慮到詞源的演變和其通用性。

阿拉伯旅行家和著名作家艾勒‧阿吾非 1228 年在印度撰寫的「故事傳說選

集」中指出「在阿爾泰居民中有葛邏祿人，他們分為九個烏魯斯，其中還有稱

為「什格里」的三個部落和三個名謂「哈薩」的烏魯斯9」。在歷史文獻中就已詳

述葛邏祿主要居住在七河流域並且在公元 756 年代，葛邏祿在這裡就奠定了其

汗國的基礎10。根據這些事實來看，就可以證明「哈薩克」一詞早在八世紀就被

2《哈薩克斯坦古今通史》概論，集體編著 M‧科孜巴耶夫主編，代烏爾出版社，一九九三，一四二頁。
3司馬遷《史記》、宮庭年鑑是當代歷史編纂學家以紀傳體史書的形式編寫的中國古代皇帝偉蹟豐功的編年史，
紀元前九○年完成，包括一三○卷。

4班固《漢書》，二十四史之一，後漢班固撰，主要記載漢高祖劉邦元年（紀元前二○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
元二十三年）二百三十年的歷史，公元九十年完成，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共一百卷。

5方如（譯名），《中外歷史事件編年史》，香港，中華月刊，第一版，一九七五年，第二版一九九一年，漢文版。
6張西曼、何秋濤「烏孫即哈薩克考」，說文月刊第五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第一期。
7「占烏札闊夫『哈薩克』詞源學」，阿拉木圖，珠里杜孜（星）文學月刊，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8卡尼《哈薩克古代史》，阿拉木圖，札楞出版社，一九九三，二十二頁。
9Marguart I.“Uber Volkstum Komanen”.No.1,Берлин, 1914,нем.
10《哈薩克斯坦通史》考孜巴耶夫、阿斯里別闊夫、阿拉主瑪諾夫等主編，阿拉木圖，阿塔木拉出版，一九九六，
第一集，五○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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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

十世紀著名歷史家，人種學家和語言學家 A．萬貝里在 1885 年出版的「突

厥族人文學和民族學」名著中指出「哈薩克」一名詞早在九世紀以前就已開始

沿用。

土耳其教授托崗引證九世紀阿拉伯著名作家阿德哈慕‧艾勒庫比的論著，

也提出對上述名詞的佐證11。

根據歷史文獻和年鑑的記載以及研究家們的探究，可以肯定「哈薩克」一

名詞在十世紀已在各地普遍被應用，比如：蒙古歷史家伊斯蘭姆‧卡布什在「克

烈之駝隊」12名著中也肯定了這個說法，在公元 928 年用波斯文撰寫的一本論著

─「世界邊境考」一書中也指出：「……在阿蘭國有個叫「克沙克」的烏魯斯
13……」。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波菲羅迪尼（公元 905 至 959 年）在自己的論

著也提到了游居在庫班東部的「哥薩克」14。眾所周知，克甫恰克在十世紀曾經

是擁有最多部落的烏魯斯之一，很可能克甫恰克的某些部族以這個名字稱呼自

己，不然拜占庭皇帝波爾菲邏迪尼說從哪裡得知和引用這個名詞，何況當時俄

羅斯和烏克蘭的哥薩克尚未形成。

蘇聯突厥研究家 A‧H‧薩瑪依邏維奇認為這個名稱不可能在十一世紀以前

出現15。在十三世紀問世的聞名傑作「蒙古秘史」裡也同樣有「哈薩」這一名詞

的同音異字，蒙古勇土素卜泰奉命出征討代康居，克甫恰克、拜吉格提等國時，

朝著俄羅斯、馬札爾、阿薩、沙薩、希爾開提，保加利亞長驅直入，然後，迂

迴到伏爾加河流域進而攻入基輔16。在俄羅斯年鑑中尼昆記述：「成吉斯汗之遠

征軍在攻入高加索和俄羅斯南部之前，先攻破了『哈薩克』……」。這個地區除

了哈薩之外，尼昆說還有康里、克甫恰克、拜吉格提等部族17。

哈薩克斯坦研究家 C．克里西托爾尼和 T‧素里唐諾夫在穆斯林史料中發現

了「哈薩克」最早的同義字，這個史料「突厥─阿拉伯同義詞典」是在埃及編

寫的，它是 1245 年問世的最著名的一個手抄本，在這本詞典裡，編者指出「哈

薩克」一名詞的出現時期，並說明這一名詞在十三世紀就廣為流行18。

11托崗《突厥史緒論》斯坦布爾，一九八一，第一集，三版，第六十九頁，土耳其文。
12占烏札闊夫「哈薩克名稱的來歷」，達坎譯，北京，民族叢譯六期一九八四，第四六─四七頁，漢文。
13《億杜特艾勒‧格拉什》第四十八章，九八二年。
14阿肯札諾夫「論哈薩克族的起源」，阿拉木圖，一九五七，哈薩克誌。
15斯莫依洛維奇「論哈薩克語義」，「哈薩克人本學論文集」，列寧格勒，一九二七，第十三頁。
16《蒙古秘史》一二四○年，書中有考孜那著「奧秘的故事」一文，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四一年。
17卡尼《哈薩克古代史》，阿拉木圖，札楞出版社，一九九三，二十─二十一頁。
18克列西托爾尼，素里唐諾夫，《哈薩克斯坦三千年編年史》，阿拉木圖，拉宛出版社，一九九二，二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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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哈薩克歷史學家 M‧特尼什巴耶夫的論著─「吉爾吉斯─哈薩克的起

源及哈薩克汗國建國史」一書中也說他（作者）從阿拉伯和俄羅斯的史料中發

現，「哈薩克」一名詞融入突厥系族各種不同口語中的事實不會早於十三至十四

世紀19。眾說紛紜的最後一個推測是說此名詞出現在十五世紀，根據穆罕莫德‧

海荅爾‧杜拉提描寫十五世紀歷史事件的年鑑性巨著「拉西德史」來看，有一

大部份歷史學家和人類文化學者認為這個名詞出現並廣泛的運用時期是十五世

紀的六○年代，這時有一部分對烏孜別克心生不滿的人投靠賈兀別克、克烈依

部下，和他們在一起在蒙兀斯坦的杭愛山下過著遊牧生活，他們並且在那裡打

下了哈薩克汗國的基礎，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賈兀別克和克烈手下的「哈

薩克人」又返回了故土，於是「哈薩克」一名詞在哈薩克汗國建立並鞏固以後，

便成為敖居在戴西提─克甫恰克東部和七河流域以及哈薩克斯坦南部的所有突

厥系族人用以稱謂自己民族的代號20。穆罕買德‧海荅爾‧杜拉提在「拉西德史」

中寫道：「……阿不都海依爾汗去世以後，烏孜別克氏族中起了內訌，情勢一片

混亂，於是，有幾個部落便逃亡到賈兀別克和克烈依那裡避難，結果他們在那

裡登上高位，建立自己的國度，自稱為「哈薩克」。於是這一名詞永遠和他們相

伴共存21。」

綜觀上述，我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哈薩克族名起源於十五世紀哈薩克汗國

的建立時期，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廣泛地流行在哈薩克大草原中和其他的一些

地區之內。

名詞的詞源學

關於「哈薩克」一名詞的詞源學，學者之間尚無統一的定論，這是相當複

雜的名稱，是「哈斯」和「阿克」兩個名詞的合併語，在新的名詞中只是去掉

了一個「斯」而已，這樣倒成全了「哈薩克」這一名詞的整體。原來的詞根是

「哈斯」，詞尾是「阿克」，這正是從古以來部落間沿用的名詞22。有一個學者認

為這個名稱取源於地名，另一個學者說是古代部落的名稱，第三個人竟欲將這

個名詞與白天鵝的傳說相提並論……讓我們暫時停留在這幾個近於實際的假設

中吧！

地 名

根據有些的專家說法來看，我們所探究的這個「哈斯」一名詞的詞根，將

19特尼什巴耶夫《哈薩克民族史》，阿拉木圖，一九九三年，一一三─一一六頁。
20《哈薩克斯坦古今通史概論》，考孜巴耶夫主編，阿拉木圖，代烏爾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四二頁。
21杜拉提《拉西德史》手抄本，東方研究分所，PAH 六四八，四十六頁。
22占烏札闊夫「哈薩克名稱的來歷」，阿拉木圖，星文學月刊，一九八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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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我們釐清地理性質或者屬於這個名詞的地理成份。凡是古代突厥民族居

住過的高山丘地「哈斯」（卡孜─格孜）一和「哈孜」相融合，這些名詞特別在

研究鄂爾渾─奄蔡古代銘文中常見23。這個推論在其他資料中已證實，著名的旅

行家 M，M‧謝苗諾夫─天山斯基和歷史家 M‧特尼什巴耶夫曾寫過這樣一個

報導：「……人人皆知，烏拉爾極東部聶魯奇河旁的一座小山，在十三世紀時，

曾被稱為「卡薩克斯基」（當時還沒有俄羅斯的「哥薩克」這個名稱）。根據俄

羅斯的民間傳說故事，在這座山的附近的一個漥地裡，曾居住過一個名叫庫迪

亞爾的傳奇英雄，大約就在那個時代（十三至十四世紀），烏爾拉西邊靠近「火

通察」市的伊林卡村也曾命名為「卡索高娃」，在離班德里羅夫斯基縣四十俄里

的卡古拉市最東部的普魯河左岸，有一個村莊也叫「哥薩克亞」，我們還從歷史

文獻中得知蒙古人到來之前，在這裡曾居住過近似古俄羅斯人種的西皮切尼

格、托爾奇、必蘭地等突厥系的一些小部落，這些部族在俄羅斯通常被稱為「波

羅伏齊人」。（十一至十三世紀歐洲東南商的突厥系小游牧部落），由此可見部落

名稱取之於地方名稱或按地形稱呼如：吉爾吉斯的阿勒誠部落─哈薩克山卡索

歌沃、卡札奇亞，都曾是他們的居住地24」。

部落的名稱

根據中國年鑑「史記」、「漢書」的記載，中國的專家們對「哈薩克」（卡薩

合）的詞源已有了統一的看法，他們認為這些名詞起源於「曷薩」「可薩」「阿

薩」等部落的名稱，這和曾徙居在燕達的西突厥有密切的關係25。中國的其他一

些歷史家認為「烏孫」和「哈薩克」是同一民族的兩種稱呼，同時，在歷史上

也很明顯，烏孫不僅是形成哈薩克民族的幾個主要部族之一，而且均屬同一個

突厥語系的民族26。

根據 H‧R‧瑪諾院士的說法，在北高加索居民中常常流傳有「卡斯奇」、

「卡斯皮」等部落的名稱，這些部落和民族從來沒有跨越過高加索山脊，所以

說，很有可能他們的名稱就這樣在當地被保留下來了27。

學者 A‧H‧別爾尼什塔木認為「哈薩克」一名詞是在「卡斯皮」部落和「薩

23一八八九年俄羅斯學者 H‧M‧雅德琳茨夫在蒙古北部的鄂爾渾平原發掘魯尼文大石碑，德國考古專家 B．托
拇遜解讀了原文，是他第一個解破了這個文字的謎，而俄羅斯突厥研究家使他們學會拼音解讀，這塊石碑就
按出土地命名為「鄂爾渾─葉尼塞碑文」。見 C‧M‧克里西托爾尼和 C‧蘇里唐諾夫合著的《哈薩克斯坦三
千年編年史》，阿拉木圖，「拉旺」出版社，一九九二，一五四頁。

24特尼什巴耶夫《哈薩克民族史》，阿拉木圖，一九九三年，一一四頁。
25胡秋原「丁零突厥月支」，台北，世界文化，一九六一，漢文。
26方如（譯名），《中外歷史事件編年史》，香港，中華月刊，第一版，一九七五年，第二版一九九一年，漢文。
27莫爾‧H‧R‧論文集，一九一五年，第二八六頁，索引卡尼著《哈薩克古代史》，阿拉木圖，札楞出版社，一
九九三年，三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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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部落結成聯盟的時代合併而成的統一名稱，「卡斯皮」部落融入「薩克」聯

盟時保留了本部落名稱的詞根，繼而合併為「哈薩克」28。捷克科學院士 B、格

羅孜尼（1879 至 1952）在其論著中指出「卡薩亥」是匈奴的一個部族，曾住在

裏海西部。「卡薩亥」、「哈斯」的詞根和「哈薩克」、「考塞格」的詞根就是從這

裡起源的，高加索─Kacnnz─裏海皆出於同一詞根29。

除上述的一些說法之外，哈薩克學者們間抱持這樣一個正面看法；這些看

法已收入在「哈薩克加盟共和國通史」五卷集內，其中推論「哈薩克」一語是

從古烏孜別克語演變過來的，接著文中又解釋說，在十四世紀的五○至六○年

代，白宮帳汗國的民族常常和克甫恰克人在一起稱自己是「烏孜別克」。根據依

本．如孜比汗在十五世紀所著的五集年鑑中主張烏孜別克（即克甫恰克）三大

系族的主要成員分為烏孜別克，他們從屬於木汗買德、夏依巴尼並自稱為夏依

巴尼達姆「哈薩克」，他們是從屬於哈薩克的第一個汗國，以及「曼格塔木」，

是諾蓋宮帳下的居民30。

傑出的哈薩克學者巧坎‧瓦里汗諾夫在他的論及哈薩克社會史」的著作中

說：「我深信，哈薩克這個民族的形成，不會早於十四世紀，也就是在朱赤諸族

崩潰以後才形成的31」。在哈薩克族的發展過程中，對「哈薩克」的理解在民族

概念中已成為當時生活在哈薩克斯坦所有民族的標誌，而烏孜別克一名稱在中

亞夏依巴尼汗領導下的部落中仍然存在32。

從上述觀點出發，可以斷定「哈薩克」一名詞，是按照地理名稱或某地名

而定的，也或許是部落名稱的沿襲，但無論怎樣，這些名稱不論在哪一層面都

起了一定的作用。

語議「語義學」

什麼叫做「真正的薩克」

關於「哈薩克」一名詞的含義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和推論，蘇聯學者 C‧阿肯

江諾夫和穆卡諾夫認為「哈薩克」這個名稱是「哈斯」和「薩克」兩個單詞的

合併語，「哈斯」的含義是「真正的」「真實的」「原本」等。「哈薩」曾是古代

28同上，三十二頁。
29同上，三十一頁。
30依布拉希莫夫 C.K.「米合芒、那買、布哈拉（直譯為：客人名叫布哈拉），「魯孜別汗是哈薩克斯坦十五─十
六世紀歷史的創始人」見《哈薩克斯坦上世紀和中世紀歷史新集》，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科學院編著百科全書，
第八集，阿拉木圖，一九六○，一五二─一五七頁。

31瓦里漢諾夫，論著，第五集，第一卷，一七一頁。
32《哈薩克蘇維埃共和國通史》努素甫別克夫等主編，阿拉木圖，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集，一五三─一
五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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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居在中亞一帶的游牧部落的名稱33。所以他們推論這個名詞乃「真正的薩克」

之意。

部落名稱的意義

A‧卡依達爾若夫和 E‧考依西巴耶夫等前輩歷史學家將這一名詞分為兩半

來作解釋，他們認為詞首「哈斯」起源於五世紀至七世紀之間，並認為這是部

落名「阿斯」的轉音，A‧阿布都熱含瑪諾夫也將這一個名稱按照它的意義劃分

為二來解釋，他認為詞尾「阿克」在古老的語言中是「宗族」、「民族」或者是

「部落」的意思，在這裡也含有「哈斯」部落的名稱34。

白天鵝的故事

在哈薩克民間流傳著許多關於白天鵝的傳說故事，哈薩克人把牠當作部族

的創始人，是部族的祖先，將白天鵝比喻為自己民族的化身。因為，在哈薩克

語言中「卡孜」是鵝，「阿克」是白的意見，在一個廣為流行的傳說中，說白天

鵝是哈薩克人的鼻祖，據傳有一個名叫卡拉舍．卡迪爾的勇士，參加過多次征

戰，英勇無畏，戰無不勝，不幸在一次戰役中，勇士受了重傷，因為傷勢太重，

不能前進，又由於過度的飢渴疲勞而走不動，他的同伴沒法把他帶走，只好把

他留棄在荒野裡，焦渴和傷痛折磨得他沒有一點力量，把死神正待降臨之際，

忽然天外飛來一隻白天鵝為他帶來了水喝，並把他帶到了一座卡拉舍大湖濱，

於是卡迪爾的精神恢復了痛苦也消失了，忽然間那隻白天鵝變成了一位美麗的

仙女，精神健壯的勇士便和這位仙女結了婚，婚後生下一個男孩子取名為「哈

薩克」35。後來，哈薩克生了三個孩子─長子名阿克阿爾斯，其後裔為哈薩克大

玉茲，次子名別克阿爾斯，其後裔為哈薩克中玉茲，三子名江阿爾斯─是後來

的小玉茲的始祖36。這個傳說早在母權制時代便流傳開來，那時，天鵝曾是哈薩

克人崇拜的圖騰37。

偉大的哈薩克詩聖，思想家阿拜在他「哈薩克人的起源」一文中寫道：「古

33卡尼‧M‧《哈薩克古代史》，阿拉木圖，札楞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十─三十一頁。
34同上。
35
有些學者以懷疑的態度對待「哈薩克」詞義學的這種說法，比如：學者特尼什巴耶克認為將白天鵝故事中所述
說的「卡孜─阿堯」兩詞牽強附會的連結成為「哈薩克」的族名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他解釋道：「作者竟
相信這樣一個虛構的傳說，以語言學來解釋這個名詞，若從突厥方言語法的觀點來看，是大錯而特錯，習慣的
語法中形容詞經常在名詞之前，既然是白鵝就應該「阿克」（白）在先「卡孜」（鵝）在後，絕不是「卡孜」鵝；
「阿克」白，那麼按照作者的說法哈薩克的後代應該稱為「阿克─卡孜」而不是「卡孜─阿克」（即哈薩克）。
特尼西巴耶夫‧M，《哈薩克族史》，阿拉木圖，一九九三，二三─二六頁。除此而外，他認為作者的這種說法
應該具有說服力。

36卡尼‧M，《哈薩克古代史》阿拉木圖，札楞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十四頁。
37畢襑，《哈薩克民間文學的源流及發展》。北京，中央民族學院，一九九二年，第一一四─一一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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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曾存在過一個叫「烏列孜」的種族，有一次，這個種族的頭目看見一列駱駝

隊在邁著大步徐徐前進，便激動得大喊道：「瞧！駝隊的步伐正像天鵝在空中飛

翔！」傳說從那時起，這句話便成了這個民族的名字38。

在中國史料中也常常可以看到關於白天鵝的故事，在中國「周書」裡也有

關於突厥的傳說，說突厥是匈奴的一個支系，是從匈奴國組織管理系統中分化

出來的，傳說在匈奴國家組織管理系統中有個首領叫阿班督的，曾有十七個弟

兄，他們都是狼所生，因為他們的智力不足，統統夭折了，獨有阿班督具有出

奇的智能，據說他能呼風喚雨，有兩個妻子，其中一個是夏神的女兒，另一個

則是冬神的女兒，她們生了四個狼孩子和四個狼孫子，阿班督的長子被安置在

浙西（譯名），他的孫子阿細那在後竟成為突厥部族的首領，次子是齊古國（譯

名）的奠基人，這個國家座落在阿布河（阿布坎）和江水（譯名）（即奮蔡）河

之間，第三個孩子在浙水（譯名）和阿勒泰的楚斯河（譯名）之間建立了自己

的團體，最小的一個孩子則變成了白天鵝，這隻白天鵝就是所謂的哈薩克族古

老的祖宗39。

「高板車」的意義

蒙古學者札奇金指出「卡札克」一詞在許多語言中都有不同的竟思，說其

含義是「高車」，他認為這個部族在游牧流徙中曾使用過這種高板車40。英國學

者波克爾指出在突厥語中「康里」的意義也是指這個高板車，除此而外，「康里」

一詞在成吉思汗時代的中國歷史家著中也有記載41。

「英雄」、「勇士」的含義

根據這種說法─說「哈薩克」一詞的真正含義是「勇敢」、「英勇大膽」、「吉

格特」……這裡包含著古代哈薩克族起源的傳說，按照這個傳說在錫爾河一帶

曾有一個叫柯孜勒─阿爾斯坦汗的頭目，他部下統領有三十二個部落，在一次

征途中，他的部下逮住了一個美麗的姑娘，後來柯孜勒─阿爾斯坦汗便娶這姑

娘為妻，他的妻子生了一個滿面雀斑的孩子，可汗認為這是不祥的徵兆，便命

令他的部下把孩子扔進河裡，有一個漁夫把孩子從河裡救出並視如己出地把他

撫養長大，給這個滿面花梢斑點的孩子取名為「阿拉什」，阿拉什長大後成為機

38見索引 36，二十八頁，哈語。
39
「周朝」（周書），台北，「定文」（譯名）第五十集，一九七五年，九○八頁，漢文版，其內容近乎 V‧H‧古
密列夫在著名的《古代突厥》一書中所描述的傳說故事，（請閱該書「突厥起源」章）─（莫斯科：克利什尼
科夫─科馬洛夫和 K」一九九三年，第二十三─二十四頁）所以為了……。

40札其森，《蒙古社會與文化》，台北，台灣商務，一九九二年，第六三─六四頁。
41原文為英文，見 p.55 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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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勇敢的巴特爾（英雄好漢），這時，人們已知道了他的來歷，這個消息傳進了

可汗的耳朵裡，可汗便想把他召回到他的宮帳下，但可汗的兩個侍衛─科坦特

和馬依克建議可汗最好分給阿拉什一百個吉格特（玉茲），用和平的手段放逐

他，可汗同意了這個建議，便將以科坦拜大兒子烏孫為首的一百個（玉茲）吉

格特分給阿拉什，過了一年汗又分給他以科坦拜次子波拉特為首的一百個（玉

茲）吉格特，第三年又給了他以科坦拜幼子為首的一百個（玉茲）吉格特，就

這樣，將所有的吉格特都併入阿拉什部落的帳下。這三百個吉格特在阿拉什的

帳幕下倒是自由自在的度過了部隊生活，在每次征戰中他們表現了英勇無畏的

精神，征服了周圍所有鄰邦，為自己掙得高尚的榮譽，壯大自己的聲勢。後來，

阿拉什坐在白 寶座上宣告自己為可汗，至於烏孫、波拉特和阿勒申皆分別成

為大中小玉茲的頭目，從那時起人們便將這些部落總稱為「哈薩克」，其含義是

英勇善戰的人42。

著名的突厥研究家 A‧H‧司莫依拉維奇在研究烏拉爾、阿爾泰和高加索語

系時，發現「卡斯」、「卡孜」等名詞均解釋為「英雄」「好漢」，也就是勇敢的

人和英雄豪傑的意思，那麼詞尾的「阿克」就是一個複合名詞43。所以司莫依拉

維奇在研究中將上述名詞的意義斷定為「勇敢，英勇的人」後來，這個名詞幾

經演變，最後定義為「勇敢的人」、「草原游牧者」。

T‧占烏札科夫將「哈薩克」一語確定為「勇敢的人」、「真正的吉格特」之

意，至於「阿克」乃是補充的詞尾，是古代部落用來稱呼本部落名稱之語44。

「漂泊者」「流放的人」的意義

大多數蘇聯及哈薩克學者們認為「哈薩克」名詞的最初起源是具有一定的

社會意義的，乃指涉著一群從主體部落分化出來的自由豪放的游牧者而言，他

們不承認也不服從任何一個帝王政權，各自為政，我行我素，並擁有自己的軍

事手工業。哈薩克人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定居過，逐水草而居，輾轉流徙，

冒險狩獵，還侵犯鄰近的和平居民，由此可見「……哈薩克人種的成份是複雜

的，其中有突厥種，有波斯人種、有普通游牧人種，也許有帝王公爵的第十代

子孫，如果他們隨便在什麼時候想分開就分離出去，單獨去過他們流浪而冒險

的游牧生涯45。由此可想而知「哈薩克」在是廣義上，是指在草原上自由遷移、

42卡尼‧M，《哈薩克古代史》阿拉木圖，札楞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43同上。
44占烏札闊夫 T，《論哈薩克名稱的來歷》阿拉木圖，珠里杜孜─星文學月刊，一九八三。
45見古列西托爾尼與 C‧蘇里唐諾夫合著《哈薩克斯坦三千年編年史》，阿拉木圖，「拉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第二五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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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流浪的人們」，這種含義在十三世紀的史料中也可以找到46。雖然中國專家

們對這一名詞有另外一種說法，但總體來說，仍保留了它的原意，在「中國少

數民族」一書中說十五世紀的六十年代，錫爾河下游的一部份游牧部族，在賈

尼別克和克烈依的領導下返回了自己祖先的故土，分居在巴爾克什湖南邊的楚

河流域一帶，原來這些游牧者因遭受烏孜別克汗國的排擠才流落到東方，從此，

他們稱之謂「哈薩克」，意謂流落異地他鄉的避難者47。

另外，還有一種不同的論斷，但這種論斷在學者之間，還沒有得到廣泛的

共識。所以，我們可以確定，早在十四至十五世紀期間，「哈薩克」係該族族名，

此一名詞顯然經過很長歷史演變方於焉形成，起初或只是標誌古代部落聯盟，

或某一民族稱號，或一個地理名稱。至於這個名詞的語義，咸認為白天鵝傳說

中的「英勇」和「自由人」的意涵。

46庫日什加諾夫 A‧K，《突厥─阿拉伯辭典詞彙研究》，阿拉木圖，一九七○，第一五四頁。
47《中國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委員會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九九─二○四頁，漢文版。


